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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 

 

    聲音(Voice)研讀班 

計畫編號：MOST 104-2420-H-002-016-MY3-SB10606 

執行期間：106年 1月 1日 至 106年 12月 31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淡江大學英文系 

 

計畫召集人：蔡振興 

計畫成員： 

1. 蔡振興 (淡江大學/英文系/教授) 

2. 蔡秀枝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3. 洪世謙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4. 邱彥彬 (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5. 蔡淑惠 (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6. 李有成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教授) 

7. 黃冠閔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8. 沈志中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9. 黃宗慧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10. 梁孫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11. 李秀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12. 黃涵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13. 張麗萍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外系/副教授) 

14. 洪敏秀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 

15.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教授) 

兼任助理：陳薇婷 

 

  研讀書籍：（研究群可不必填寫） 

Stockfelt, Ola. Adequate Modes of Listening.”Audio Culture: Readings in Modern Music. Ed. Christoph  

Cox and Daniel Warner. New York: London: Continuum, 2004. 

Chion, Michel.“The Three Listening Modes.”Audio-vision: Sound on Scree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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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hes, Roland. “The Grain of Voice.” Image Music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Barthes, 

Roland. “Listen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Critical Essays on Music, Art, and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varero, Adriana. For More Than One Voice: Toward a Philosophy of Vocal Expression.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Agamben, Giorgio. Language and Death: The Place of Negativity. Minneapol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1991. 

Ihde, Don. Listening and Voice: Phenomenologies of Sound.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2007. 

Nancy, Jean-Luc. Listening.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c2007. 

Dolar, Mladen. A Voice and Nothing Mo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2006.  

Ngugi wa Thiong’o. Globalectic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Of the Refrain,”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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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

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

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約、申請及

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書：□已出版□尚未出版□撰寫中無 

其他：  

沈志中老師:《何者聽:聲響迴盪 》〈中山人文學報〉第 44期 

邱彥彬老師:另有文章撰寫中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敘述成果所代表

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黃宗慧老師:主讀時所閱讀之精神分析學者多勒（Mladen Dolar）其連結聲音與倫理的思考，

成為本人應用於思考動物倫理議題時的參考，多勒強調，如果倫理是一種自我督促的聲音，

那麼這個聲音將是一個並沒有指定內容的陳述，是一句沒有說完的、懸著的句子，主體必須

用自己的決定和行動去完成這個句子；而儘管沒有指定內容，倫理的聲音卻也是一種不容忽

視、不容噤聲的聲音，會堅持著要主體聽到，從而打開自我封閉的存在，去回應純然他者的

召喚，本人由此角度切入所投入之動物保護社會運動，並撰寫專欄文章〈看見格子籠雞的困

境：站在動物福利雞蛋這一邊〉，試圖將學術成果應用於社會運動，對大眾的動物倫理觀產

生實質的影響。多勒對倫理行動的提醒--行動者需要有對一己慾望的自覺，才不會淪為超我

驅策下的英雄主義--也有助於應用於思考當今許多社會運動的困境，以上皆為此次研究內容

可能產生之社會影響。 

 洪敏秀老師:參與本研讀班過程，主要認識了與聲音相關的理論，對於本人研究加拿大音樂

家顧爾德（Glenn Gould）無線電聲音記錄作品《孤獨三部曲》（The Solitude Trilogy）（1967-

1977），助益良多。 

    沈志中以南希（Jean-Luc Nancy）的《聽》（A l’écoute）討論聽的存有，內容包括：一、

視覺與聽覺互維，產生幽微難分的邊界；二、聽覺既是被賦予意義的感官（聽懂、聽見），

亦指以聲響（音的意義）自身，其「迴盪」以不知其功能為何卻朝向可能又不可及的意義，

往返共振；三、南希以自聽、在聽解釋主體的自感及迴聲，聲響迴盪展開感官知覺，撐開

主體向度：聽是主體以聲響自我共振、迴響，成為感受性的共鳴腔；四、以純粹聲響迴盪

區分聽得懂和懂得聽；五、南希強調音色不是個別化的聲音，而是和所有感官一起迴盪的

聲音自身。此種對自己、他人發出回音，彼此感染，屬不可溝通的溝通，卻是所有感覺的

混合體。 

本次導讀雖以南希《聽》一文為主軸，沈志中多處增補南希觸及卻未闡明的論點，論述條

理清晰。此外，沈老師善用中文語彙討論聽覺的聽與覺，以「聽見」分析聽覺的視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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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懂得聽」不同於「聽得懂」說明「在聽」的方向性與存有，尤其精彩。 

 黃冠閔老師:Ihde 借用了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重視的「完形（Gestalt）」概念

來概括聲音的意義現象，他的表述是以克服複音現象即是克服巴貝爾塔（Tower of Babel）。

這種克服的嘗試卻是一種語言控制的企圖。從沉默的背景、透過視域（地平線）的浮現，

而後則是全然的敞開，這三種層次之餘卻仍有一種「全然透明」的慾望，這就是語言控制

或完全意義化的欲望。Ihde 的對話對象與推論方向，並不僅止於現象學或存有論，事實上，

也蘊含了他設想的倫理學乃至神學立場。在實際閱讀時，應該值得深入探究。從比較的觀

點來看，沉默的存在以及「話不說盡」（there is no last word，約略可視為「言不盡意」），可

聯繫到漢語資源中「餘音」、「餘韻」之類的說法。語言（speech）道斷處、沉默留存時，有

讓人聲、語言（language）、字詞的力量更值得探究處。將此觀點導入文學分析中，對於斷

點、停頓處（caesura）的敏銳聆聽，也是掌握到如何讀進詩的深度之中。 

 李有成老師:澄清若干文學理論上的觀念，應該有學術意義。 

 



 5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蔡振興 計畫編號：MOST 104-2420-H-002-016-MY3-SB10606 

計畫名稱：聲音(Voice)研讀班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

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

期刊名稱、年份、卷期、

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沈志中老師:《何者聽:聲

響迴盪 》〈中山人文學

報〉 

，第 44期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教授  

人次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非本國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

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

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

填列。) 

蔡振興老師於 106學年第一學期在淡江大學英文

學系開設博士班課程「聲音與聽覺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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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Voice)研讀班各場次討論之題目 

 

場次 日期 起迄時間 導讀書籍及主題 講員/主持人 

1 
106/2/25 

(星期六) 
13:00-16:00 聲音與聽覺敘述 蔡振興/黃涵榆 

2 
106/3/25 

(星期六) 
13:00-16:00 音粒：文本生成 蔡秀枝/李秀娟 

3 
106/4/22 

(星期六) 
14:00-17:00 

聲音的痕跡： 

再現、銘刻還是僭越？ 
洪世謙/洪敏秀 

4 
106/5/13 

(星期六) 
13:00-16:00 聲音、正義、與公共性 邱彥彬/蔡振興 

5 
106/6/3 

(星期六) 
13:00-16:00 

混沌、藝術： 

論情動共振與音感魅誘 
蔡淑惠/蔡振興 

6 
106/7/14 

(星期五) 
13:00-16:00 

阿岡本《語言與死亡》對於存

有的反思 
黃涵榆/邱彥彬 

7 
106/8/27 

(星期六) 
13:00-16:00 人聲與沉默 黃冠閔/蔡淑惠 

8 
106/9/23 

(星期六) 
13:00-16:00 何者聽-聲響迴盪 沈志中/黃涵榆 

9 
106/10/21 

(星期六) 
13:00-16:00 聲音的精神分析意涵 黃宗慧/梁孫傑 

10 
106/11/18 

(星期六) 
13:00-15:00 

「僅此一聲，別無他物」? —

從佛洛伊德的聲音和卡夫卡的

聲音談聲音的界/線 

李秀娟/蔡秀枝 

11 
106/12/9 

(星期六) 
13:00-16:00 恩古吉論口述文學 李有成/單德興 

12 
106/12/30 

(星期六) 
13:00-16:00 Becoming Music 邱漢平/黃涵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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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 

聲音(Voice)研讀班結案報告 

 

各場次研讀內容: 

 

第一場：聲音與聽覺敘述 

導讀人：蔡振興教授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主持人：黃涵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研讀主題：聲音與聽覺敘述 

時間：106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 

地點：臺北書林書店新生南路會議室 

書名：Ed. Cox, Christoph and Daniel Warner. Audio Culture: Readings in Modern Music. New York: London: 

Continuum, 2004. ; Chion, Michel. Audio-vision: Sound on Scree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1994. 

範圍：(1) Stockfelt, Ola. “Adequate Modes of Listening.” P.88-93. 

(2) Chion, Michel. “The Three Listening Modes.” Chapter 2, P.25-34. 

 

今天主要有四個部分，第一個是語言轉向的盲點。第二個是文學的面向，在 Odyssey 裡的 The Siren 

song 是主要探討的聲音，由於文以載道，靡靡之音似乎不太好。還有卡夫卡的 The Silence of the Siren，

Blanchot, Maurice 的 The Book to Come 第一章談到與想像邂逅。今天會提到聲音變成敘述的源頭。聲

音的模式有三種，文學當中哪些小說與聲音敘述有關。聲音一直以來是依附在視覺裡面，接下來是口

述文學。David Howes 的 Empire of Senses 反對語言學的轉向。Language games. Culture as discourse. 

World as text. Empire of signs. What has been called “the linguistic turn”—which gained prominence in the 

1960s—has dominated much of late twentieth century thought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cording 

to this approach, all human thought and endeavor can be understood as structured by, and analogous to, 

language . . . (1) 呈現文學的轉向。國王的故事第一章是描述嗅覺，第二章是聽覺，第三章是味覺，也

就是若只是注重語言，則生活周遭的聽覺也會被忽視。從聲音的角度來看，Michel Serres, The Five Senses

是傅柯同時代的人，他寫的都是 natural science.他希望身體能在未來得到救贖。從語言角度來看，太初

有道，有上帝起源，Michel 不喜歡這樣的論述。Giorgio Agamben: 反對“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There is something inside the text.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re is languag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I 

speak”? 知識就是否定細菌的帶原者。Badiou 在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 提到 The subject resists capture 

by an “established language” (MP 78).  

女妖之歌當中，包含 Homer, Odyssey, Book 12—The Sirens’ Songs，Franz Kafka, “The Silence of the 

Sirens”，Maurice Blanchot, “The Song of the Sirens,” from The Book to Come (1959)。女妖其實有三位

Peisinoe、Aglaope 和 Thelxiepeia，三個女妖有一個專門唱歌，一個是吹笛子，一個是彈豎琴。女妖的

希臘文意思是被繩子圈起來。奧德賽已經流浪很久，Hermes 跟 Circe 說該是讓奧德賽回家了，在這裡

可看出 Circe 提醒 Odyssey 要注意未來前途可堪可慮，要避開女妖美妙的歌聲與漂亮的草地會讓奧德賽

他們有厄運，只有奧德賽可以聽女妖的聲音，但需要用船杋綁住。根據 Homer 所說，女妖是有兩隻。

奧德賽用蠟塞在船員耳朵。接下來 Encountering 很重要，女妖叫奧德賽過來傾聽我們的聲音，任何人

都需要來聽我們的聲音，會變成聰明的人，特洛伊的事情女妖都知道，但重要的是奧德修斯是見證者。 

再來看 Kafka 如何回應女妖之歌。Kafka 質疑 Homer 的寫作，因為女妖法力無窮，用蠟塞在耳朵

怎麼可能有用。女妖用沉默來消滅敵人，對 Kafka 來講奧德修斯可能沒有聽女妖之歌，也可能是女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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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奧德修斯忘了要唱歌。Maurice Blanchot’s “Encountering the Imaginary”認為奧德修斯有聽到聲音，

女妖引導人內心想要去的地方，女妖住在自然的邊緣，喚醒人類在正常下無法得到的快感，人們都是

將女妖妖魔化，女妖之個是給航海的人，歌聲變成是欲望流動的表達。有另一個故事是說，奧德修斯

過去了，但是女妖都自殺了，奧德修斯跟女妖的 Encounter 就是小說的誕生。因此，聽覺可以變成是一

個敘事的一部分。 

接下來談聽覺與聲音的敘述，The acoustic: the physical signal/sound (defined by the acoustic parameters) 

是生理上我們知道的聲音。The acousmatic [the signifier without a signified]是打破邏輯的聲音概念。Pierre 

Schaeffer 認為聽覺有四個階段，Ouïr 感知，Comprendre 理解，Écouter 傾聽，Entendre 意圖。第一階

段是聲音自然存在。第二種是聲音的存在讓我們可以了解，第三種是聽，是一種自然的態度，只聽而

沒有做其他動作。Pierre 其實喜歡現象學的傾聽。第四階段所預設的是現象學的 intentionality 的概念。

現象學乃是一種意識哲學，主體客體意義共構。現象學仍是人本中心論的概念，新物質主義較重視的

是物的能動性。Spivak 提過 Can the Subaltern speak，因此，到底物件是否能講話，這樣才是最重要的。

Pierre 是用胡塞爾的理論。現象學主要是胡塞爾、海德格跟美洛龐帝。海德格講的是 Being in the world , 

跟 being with。美洛龐帝談主體與客體的融合糾葛。胡塞爾有點修正笛卡兒式的，仍重視人的意識。  

用胡塞爾的文章來看重點是回到物的本身，從聲音的敘述概念，可看到 The listening subject，Nancy

希望能走出主體與客體的這個概念。他覺得聲音會打來打去，也可能回回到自身。新物質主義強調物

的能動性，而不是過去都是人賦予意義。語言與聲音的問題如何解決，也是一個難題。對席翁（Michel 

Chion）而言，研究聲音可以帶出一個新學科的輪廓。從物件理論來看，聲音不再是｢失音｣或｢黑暗大陸

｣；相反的，透過｢傾聽技術｣，它可以成為有物質性的｢文化客體｣。在〈三種聽的模式〉（The Three Listening 

Modes），席翁指出三種傾聽拓樸學：（一）因果傾聽（causal listening）：透過傾聽，我們可以獲得訊息

並追尋意義的源頭；立刻可以找到答案，但現實生活並無法真的找到答案。對熟悉的聲音無法辨識。

弗洛依德的夢會出現是多重決定，而非一對一的對應。（二）語意傾聽（semantic listening）：語意傾聽

旨在語言系統中詮釋訊息中所隱藏的符碼；類似如何將別人的想法以符號的觀念做詮釋。Chion 認為第

一跟第二的聽的模式可以綜合使用。（三）純粹聲音傾聽（reduced listening）：聽覺模式只聚焦於純粹聲

音的演繹和觀察。是一種因果論的關係，無聲源的傾聽，就像 Derrida 所說的，無法找到源頭。一種簡

化的聆聽。希望能讓聲音有其能動性。只有能指而沒有所指。並非我見即所得。 

在綠野仙蹤這故事中，只聽到大法師的聲音而沒有看到源頭。對 Chion 而言，整個故事乃透過這

個字 acousmatic，終於知道聲音的源頭。另外，歐拉克菲（Ola Stockfelt）的〈妥適的聽覺模式〉（Adequate 

Modes of Listening）來補充席翁的三種傾聽拓樸學。也以卡維諾（Italo Calvino）的〈國王在傾聽〉（The 

King Listens）為例，說明｢聽覺敘述｣的重要性。文學作品有哪些是用聲音來表達，我們可以用以上的

聲音的論述來解釋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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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音粒：文本生成 

主講者：蔡秀枝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主持人：李秀娟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時間：2016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 

地點：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7 樓專題討論室 

書名：Barthes, Roland. “The Grain of Voice.” Image Music Tex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7. 

—–. “Listen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Forms: Critical Essays on Music, Art, and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範圍：Roland Barthes. “The Grain of Voice.” P. 179-189; “Listening.” P. 245-260. 

 

感謝各位周末下午到師大來參加第二場讀書會，研習的主題是 Roland Barthes，邀請到的講者是大

家都很熟悉的台大外文系教授蔡秀枝教授。蔡老師其實研究著述非常多，對整個學術界的貢獻非常大。

蔡老師曾經是老字號華文期刊《中外文學》的總編輯，而且在蔡老師當總編時讓《中外文學》從月刊轉

變成季刊，蔡老師是對《中外文學》的發展影響非常大的一個人。她的研究專長有許多，我最熟悉的應

該是符號學、敘事學、空間理論，她也做了一些有趣的海洋文學研究，她的著作特色真的是非常豐富，

特別提到她寫過很多篇關於 Roland Barthes 的專論，我想今天由她來帶我們讀 Roland Barthes 應該是最

適合不過的人了，我們就不浪費時間掌聲歡迎蔡教授。 

非常謝謝李教授的開場介紹。首先我要感謝蔡振興老師，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大家召集起來進行

這個讀書會計畫。一個月前的讀書會首場導論裡，蔡振興老師以宏觀視野帶領大家來探討聲音這個主

題在過去所形成的一些研究情況，同時對目前和未來的聲音研究做了一些可能的討論與發想。 

我今天所要講的聲音研究的主題人物為 Roland Barthes，他所處的年代是在整個有關聲音的討論與

理論的前期，當時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者們的研究其實對於聲音並沒有那麼強烈到如後期的理論那

麼精闢且分析深刻，也沒有以如今日這般特別的角度去想辦法對聲音做各種可能的探索。Roland Barthes

在 70 年代寫了一些有關於生命、電影、影像的研究小論文，我們今天要看的 2 篇文章也是從這裡面挑

選出來的，第一篇是〈The Grain of Voice〉，需要較多的時間去討論。這篇內容很有趣，所以我把它拿

來當作今天讀書會心得報告的題目，「音粒：文本生成」。我今天將會對這 2 篇文章做詳細的介紹以盡

到導讀的責任，同時帶大家看一看在 70 年代 Roland Barthes 到底針對聲音做了何種探討。在 Roland 

Barthes 之後有關聲音的研究，經過 10 年、20 年就整個理論都翻新了，我們也要看看他的說法在後來

會接受什麼樣的挑戰，以及在現今的時代我們是不是能夠接受他在‘The Grain of Voice’ 中的看法，是不

是真的有 Roland Barthes 所謂的 ‘grain’ (「(音)粒」)。作為聲音讀書會第一棒，又是介紹 70 年代的結

構/後結構的理論大家 Roland Barthes，我今天的題目將只談「音粒」的問題。第一張 PPT 講的是這 2 篇

( ‘The Grain of Voice’和‘Listening’)小小的論文到底要談論什麼，以及聲音怎麼呈現在 Roland Barthes 的

結構裡。Roland Barthes 是符號學者，他把身體分析的想法加進去，把聲音做為一個意義在處理。從符

號學的角度來看，聲音當做一種符號系統，它本身就是一個符號的載體，一個意義的載體。但是 Roland 

Barthes 這個聲音符號學系統裡面，有個超越意義的功能。為什麼說是超越意義的功能呢？等一下讀小

論文就可以知道我為什麼說他超越，實際上在做符號學的意義解讀是不說超越的，因為就單純的符號

系統而言，是以一種符號體系去詮釋另外一種符號體系，可能是一種現象，可能是文本，可能是電影，

或可能是 Roland Barthes 要注意的音樂，他只是拿一套系統去詮釋、解說、說明另外一套系統，所以是

不會有超越的。那麼超越是在什麼地方？我等一下想要探討有沒有可能超越，他到底要在什麼地方做

到什麼樣的超越，而不是實質的在 reality 層面談些什麼。我可能寫的不是很清楚，這也是一個嘗試，

請原諒我現在暫時的措辭。下面第二行還是延續符號學的講法，沿著 ‘The Grain of Voice’裡開宗明義

地以語言學家 Émile Benveniste 所提出來，瑞士語言學家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語言系統作為人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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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溝通的基本操作系統，以這樣的方式來談語言社會功能。語言學家 Émile Benveniste 就進入了 Roland 

Barthes 的第一篇文章。Roland Barthes 一開始直接引用 Émile Benveniste 所言，他認為語言是唯一一種

能夠解釋其他符號體系的符號系統，作為符號學者或者是研究符號學，總是最能夠方便的使用的當然

是語言。以語言要去研究其他的系統當然是作為評論家跟研究者最擅長使用的東西。Roland Barthes 在

第一篇文章提到音粒，如果有 the grain of voice。Roland Barthes 認為語言符號相對於聖經符號的頻率實

際上是貧脊的，語言符號如果根據 Émile Benveniste 的說法是唯一一種可以來解釋其他符號的工具，可

是現在居然出現一個問題，沒有辦法用語言這個符號系統來描述、解釋、分析音樂。從論文的第一句

話開始，Roland Barthes 預設了他的立場，那就是，語言作為一個符號體系、一個解釋詮釋其他可能系

統的不足－－他沒有辦法辦到[去解讀那不能解讀的]，那麼接下來要讀些什麼？Roland Barthes 要怎麼

展開論述，請大家看下面我寫的簡單的摘要，如果語言沒辦法對音樂做詮釋，那麼要如何去逼近音樂？

音樂作為一個 object 要如何去處理它？語言相對於聖經符號系統應該是貧脊的，可是音樂裡面的聲音

本質是有一種超越表意、再現、表達跟溝通的存在，所以 Roland Barthes 認為既然傳統語言的處理方式

有東西卡住過不去了，也許可以從音樂的某些 elements 去找出來，因為它自己已經做到了這樣的超越，

音樂可以做到的東西，而符號學的語言作為語言系統是做不出來的。Roland Barthes 在文章裡面做了 2

個聲樂家的比較。2 個人的音樂凸顯出完全不同的特性。Roland Barthes 的學生 Julia Kristeva 在探討文

本性的理論時，提出phenotext (現象文本)跟genotext (生成文本)的區分。Roland Barthes運用 Julia Kristeva

的說法來談音樂，所以把 Julia Kristeva 的 phenotext 和 genotext 換了一個方式，變成為 pheno-song 跟

geno-song，於是音樂就有了不同：文本生成的音樂或者是現象音樂。Roland Barthes 認為如果回到生成

式的音樂文本，很可能達到超越一般的表意、再現表達跟溝通存在的境地，因為表義、再現表達、溝通

系統都是語言符號作為符號系統想要去建立它的論述位置的基本要項，可是現在 Roland Barthes 說，不

是所謂的 phenotext 或者是 pheno-song 的現象音樂，因為現象文本本身已經在被不同的聲樂學家唱出來

的時候做了推翻跟再結構，已經超越最簡單的現象文本。Roland Barthes 直接拿了 Julia Kristeva 的論文

裡面基本二元論研究架構、也是文本的符號學系統區分－－一個是現象文本，一個是生成文本－－據

此 Roland Barthes 直接把音樂符號學分成現象音樂跟生成音樂。生成音樂的聲音在 Roland Barthes 的論

文裡是這樣被描述的：「生成音樂的聲音是逃脫意義的控制的。」這裡的聲音是浪漫歌曲，所以是用聲

音唱的，不只是我們現在所謂音樂是指經由樂器所演奏的聲音/音樂。浪漫歌曲在表演/演奏(perform)出

來時的音色或者曲調的結構是有人的聲音在裡面，所以 Roland Barthes 在論文裡是要談浪漫歌曲裡唱

的人的聲音，他認為生成文本裡面能夠逃脫意義的控制，進入音樂的非語言系統。vocalist 在唱歌的時

候，跟著音樂，音樂很可能是鋼琴伴奏，很可能是其他的管絃樂，他唱的時候其實是有歌詞的。Roland 

Barthes 說，可是你可以經由生成式的音樂把你的歌唱歌詞本身給超脫了，超越了，逃脫意義的控制，

進入音樂的非語言系統，在旋律裡面進行意義的生產。旋律作為愉悅的空間場域，vocalist 藉著樂器伴

奏出來的曲調，在唱歌的聲音裡賦予了另外一種新的東西。Roland Barthes 是不去談曲調的。他現在講

聲音，他認為你和著音樂唱的歌詞裡面，所謂愉悅的空間領域是指涉著身體的慾望，聲音就變成欲望

的載體，這樣看就知道為什麼 Roland Barthes 直接就拿了 Julia Kristeva 的 phenotext 跟 genotext，因為

phenotext 講的是如何在各個項目裡面找到符號去對應溝通裡面所需要的意義，片段的意義怎樣去經過

串繞或者句子或者篇章，直接構成意義整個大的系統。可是現在不去研究歌詞，而是去研究歌唱者在

經由歌詞唱出來的聲音裡面怎麼去聽出一些 something else，怎麼樣去指涉 Roland Barthes 所謂的身體

的欲望。這邊也要問是誰的身體，是誰的欲望，聲音成為欲望的載體在傾聽中導向他者之域，在聽的

過程中或者是他在唱的過程中，要問的是誰的身體誰的欲望？Roland Barthes 會在第一篇或第二篇裡面

講身體的時候告訴我們，在聽的過程中有人說，就有人聽，而說跟聽的過程 Roland Barthes 在小論文裡

面分成好幾個層次。Roland Barthes 談到，有人在訴說的時候，勢必就會有一個聽者，但是聽者如果在

genotext，知道是音樂/或所聽到的聲音是意義的生成就很簡單。Roland Barthes 說，如果是我不要做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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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的意義的載體的解讀，回到第一篇文章，在聽歌的時候音粒之所以能夠生成，是因為你的聽眾他直

接進入了唱歌的人他所用的身體，他所用的聲音—－用他的音量，用他的情感，很可能包含身體一些

其他的動作，不管是喉頭的發音，喉頭肌肉的鬆緊，或者音量的大小，或者個人的感情等等－－這些

東西構成的 category 是 Roland Barthes 要說的，這個東西是聽者進入的部分，聽者也希望在這個部分裡

面做為一個主宰，他是一個主體如何進入另外一個主體，變成是進入了他者之域，所以 Roland Barthes

說，在傾聽中那些觀眾已經被仿效了他者之域，在第二篇小論文裡面，在 phenotext 跟 genotext 裡面如

何去講身體欲望經由音樂、經由 vocalist 去看待大他者，他用的是心理分析師跟他的患者之間的敘述跟

情感移轉的關係，用來說明傾聽者跟發音/聲者之間展開的身體跟語言論述的中介空間，因為這是一個

intersubjective 的空間，Roland Barthes 用到的一個說法，總結是在聲音符號文字意義的發散跟分散之中

的音粒(grain)，Roland Barthes 要談音粒，因為他主要想講的是音樂的物質性(materiality)。音粒的物質

性已超脫符號的意義表述，所以為什麼用超脫、超越來談，因為整個 ‘The Grain of Voice’ 或者是 

‘listening’ 要講的是跳脫原來的語言符號，社會功能論裡面語言系統當中去傳述別的系統當作轉介或者

當作介紹，當作傳述或者控制別的系統的可能，探究進入意義的深層是非常艱鉅而可怕的，他的論述

有沒有被後面的學者繼續加以研究，那是接下來的過程，到目前為止，我將只會停在 Roland Barthes 的

這 2 篇文章裡面所導出很小的一個點，音粒因為物質性之故超脫符號的意義表述，所以它的意旨

(significance)其實是一個欲望的生成，欲望生成的過程，而它到底是什麼東西，這是我給這兩篇小小的

論文抓的一個片面的簡介。 

Jonathan Dunsby 問了一個問題，他的 ‘Roland Barthes and the Grain of Panzéra’s Voice’，除了是寫

對 Roland Barthes 此篇論文的評論，也是對 Panzéra’s Voice 的評論。他在講這篇文章時，提到 Roland 

Barthes 非常推崇的歌唱家 Panzéra，Dunsby 說，到底有沒有 grain？他問了一個問題， “Can the ‘grain 

of the voice’ really make the degree of difference Barthes is claiming?” Dunsby 一開始就問說有可能嗎，是

不是有一個狀態真的是 difference，或者， “Is this supposed surplus some kind of semiological defeat of 

artistry by appetite?” 光看 Dunsby 的用字就知道他是站在 Roland Barthes 的反向，他的第二個說法，也

不太承認 semiological 其實可以真正達到研究別人的可能性，所以他認為你沒有辦法跨界來講音樂，甚

至 Roland Barthes 在講音樂的時候，很可能只是以個人的 very private personal 的角色來談。所以 Dunsby

問了一個我們也很想知道的問題， “Is Barthesian logic going to push us towards this potentially alarming—

or disarming—possible conclusion?” 因為我們知道 Dunsby 的位置的關係還有立場的關係，對於 Roland 

Barthes 結構式的符號學式的說法覺得很懷疑，如果真的有 possible conclusion 的話，to which we shall 

return，那個也就是他想要回去問的東西，在那個位置裡面 that the singer we find to be the best is merely 

the singer to whose body we are most attracted，所以他最後拐回來又打了一下 Roland Barthes，歌唱者/演

唱者在這麼愉快的聲音的空間裡面，你得到了什麼樣的超越的物質性的 grain，可以得到 genotext 有一

個 grain 這個音粒？Dunsby 一開始認為 Roland Barthes 講了半天都跟他個人的情慾比較有關係，而不是

跟音樂有關，Dunsby 在質疑 Roland Barthes 到底有沒有可能談論音樂，甚至直接回到原點，Dunsby 直

接就認為這篇論文其實就該看做是 Roland Barthes 本身的 desire 的呈現。 

我們現在看 180 頁，這兩組段落的第一段談到，非常感謝邱老師的提問，為什麼需要先提 Dunsby？我

現在就以這一個對話來說明，Dunsby 這篇論文的這個位置剛好很特別，凸顯的很好，剛好給我們一個

機會，也給我自己一個機會，如何去看 Roland Barthes 和他對音粒的詮釋。Dunsby 這樣一個比較偏的

位置，怎麼樣去重新回來站在作為符號學者，作為一個詮釋學者，怎麼樣去看 Roland Barthes，或者作

為一個結構符號學者怎麼樣去看 Roland Barthesd 提出的文本生成的可能性。剛才邱老師非常好地講到，

在後來的研究情況：如果放到德勒茲裡面甚至其他不同的系統裡面確實會有所不同。但是 Roland 

Barthes 那個時代都被語言綁的很死，語言作為評量別人/別的系統的標準，語言性的操控是很嚴重的，

到了後結構時期，才認為語言不能當作所有符號系統的一個終極傳播媒介，他們也認為語言本身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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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能力，當然 Roland Barthes 在此時已經承認也認知到了語言的限制，但是若是以我們做理論的

後設立場來看，Roland Barthes 雖然跳過語言限制去做一些東西，但是他做的嘗試是還不夠的，因為理

論後期、到了德勒茲，才真正得以進去談那些東西，知道如何用其他可能的系統物質性進去才能夠操

作，否則的話我們都會一直陷在語言的迷宮裡，那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Roland Barthes 想要逃脫，可

是最後還是一樣又回來，沒有辦法進到後期理論所講的那樣一個恢弘。此時 Roland Barthes 看不開、也

還沒看透，但是其他研究者拿出來攻擊他的論文，並不是在攻擊他的語言或是音樂，或是質問音粒有

沒有生成的可能，而是回到欲望主體本身的 object 的問題，把層次拉到另一個場域，這是很有趣的地

方，我希望重新去看，Roland Barthes 自己在文章的後面的小小結論我們把他抓出來一些，看他怎樣去

講，因為它是很偏頗的，講身體欲望。Roland Barthes 沒有一個正當的音樂人資格去談論音樂整體，所

以 Roland Barthes 舉 Fischer-Dieskau 跟 Panzéra 來談浪漫歌曲。而 Dunsby 其實也是沒有辦法代表，甚

至他也不認同 Roland Barthes 對 vocalist 的解讀，讓我們看一下一小部分 Dunsby 的總結： “Barthes is 

emphatically not celebrating what was earlier called merely the semiological defeat of artistry by appetite”，

Dunsby 現在做了一個退讓，但是也不是真的如此，他接著說，但是 On the contrary 這樣的退讓之後，

有沒有給 Roland Barthes 正面的位置呢? “if he is playing any game at all”，Dunsby 此處還是認為 Roland 

Barthes 在玩的是一個遊戲，如果有遊戲的話，“it is the game of trying to defeat time itself, to recapture the 

acute reality of artistic experience—in his case, to inscribe that experience on the written page.”。這個就是沒

話就找話、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說，你做出了努力研究其實是可以 defeat time，你做了這樣研究在文體學

者或者是批評家裡面占了一席之地，那一篇文章不會倒掉。我們再看下來，Dunsby 說，我已經讓了位

置給 Roland Barthes 了， “That said, and in theorizing musical interpretation at least, it remain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how Barthes could truly locate a geno-song other than as an expression of its pheno-song.” 所以文

章的最後面 Dunsby 主要就是說，好吧，你認真做了一點研究，我們就承認你寫了一篇文章，可是他不

認為 Roland Barthes 文章有任何意義，geno-song 跟 pheno-song 很可惜的是根本看不出個 difference，回

到一開始的問題，有沒有 make it different，沒有 geno-song，因為其實是 based on expressing the pheno-

song。Dunsby 在這裡提出的是很 harsh 的一個 critique。 

 

看見學者在口水戰裡面，有時候搞這些看起來沒什麼意義的東西，但是其實這也不是一個壞現象。

你總會在期刊上看到這種文章被登出來，好像他把誰罵一罵，把誰說一說，正好讓我們讀到一種不同

的詮釋與獨特的觀點，或者，這樣的文章正好讓我們跳出來說，他其實並沒有真正讀懂 Roland Barthes。

今天為什麼要比較仔細地去導讀，就是因為我想指出，如果大家都去 copy 這文章，也去讀了，然後把

它當成你文章裡的一個支持你論點的要項，這樣的做法將會有些危險。除非你真的能說服你的讀者，

否則你跟在這文章論點的後面做狗尾續貂的動作絕對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基本上寫這篇文章的人根本

沒有讀懂 Roland Barthes，其實 Roland Barthes 並沒有做什麼動作，只是很 Roland Barthes 式的給你一

個術語。 

 

非常謝謝邱老師幫我們再把境界拉更高，這邊也是 Roland Barthes 的侷限，雖然 Roland Barthes 在

這篇小論文裡的確有想辦法要做出一些嘗試，然而後期的理論研究者仍然會覺得 Roland Barthes 此處

的眼界還是比較低階，因為說到聲音的物質性(materiality)，我們到底要怎麼去 approach 這樣的 object，

到底如何去作分析、如何去把它放到不同的系統裡運作？我認為它的理論本身是碰到一些障礙，雖然

Roland Barthes 想要把這樣的東西拉到電影拍攝的影像裡去談，如果他拿這樣的方法單純地只去看/處

理電影的「影像」(並且也只有討論「影像」)，他可能會做得比較好；如果是去看/處理電影影像，那就

會有些問題。因為我認為，光是看短的電影片段的截面，就不會只有影像/image 的問題，還有聲音的

問題，因為電影的片段影像幾乎都會包含聲音(除非特別去選取靜默的片刻影像或默片)，影像本身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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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聲音(sound)，而且 movement 就會在裡面出現，那樣 Roland Barthes 的方法就會跳過對聲音的物質性

的細緻處理了，這樣的跳躍就像他在這篇論文裡只是單純地去 approach 那個 grain，因此有關聲音的深

層詮釋、分析與眼界是沒辦法打開的，或許重新把議題拉回去把音樂或音樂性放到電影片段裡面去探

討它如何製造更多的可能性，那可能是比較好的 approach。這裡從頭到尾是一個問題，簡單的去問就

是 geno-song 跟 pheno-song 他們之間的區別在哪裡？Roland Barthes 的文章很簡單，而第二篇 

“Listening” 只是針對用 psycholinguistic 裡面的一些分析者跟敘事者/病患之間的對話關係，那是一個比

較有限制的情境，如何跳脫，是不是每一種都要進入 transference 介面？我們能夠談的還是蠻侷限的，

這是我們看見第一個部分時作者的解釋，第二個我們繼續看他怎麼講，因為 Roland Barthes 提到 “The 

very Barthes who struggles so agonizingly in public to express his own deepest perceptions about Schumann, 

beyond the mere cleverness of intellection and argument, is also that Barthes who, were he to succeed, would 

be telling us about himself rather than about the art, rather than about ourselves.” 研究者最後把他自己的立

場講的很白，很單純是個人 desire 的位置， “we should reassess what is lost if we can really find no critical 

purpose to Barthes’s sheer exultation of desire in his few hundred words on ‘Voice’”，這是一個關於 Roland 

Barthes 論文的負面描述， “The more that kind of critical response may make us squirm, may render us coyly 

objective, the more it may be that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knew something which current musicology would 

do well to reinvent for itself.” 此處他又站在另一個立場，“the ecologist can do much more better”，我們可

以很快地看到 genotext 跟 phenotext 或者生成跟現象的音樂或者文本之間，到底有沒有辦法跨界去讓人

家相信，當然我現在暫時不管這個，要直接進入文章裡面來讀，等一下會看 Roland Barthes 的 2 篇小論

文，一個是講音粒，一個是講聽的過程借用 psychoanalysis process，因為講到 genotext 跟 phenotext，所

以我引用了幾句 Julia Kristeva 對於這 2 種不同文本的生成的說法來說明 genotext 和 phenotext 到底是如

何生成的，這樣我們將會有比較清楚的認識。Roland Barthes 直接拿來使用 Julia Kristeva 的兩種不同階

段的語意生成所形成的產品，因為他們都只是 project 或者是 semi-project，(用簡短扼要地方式來講)，

他們只是在製造意義的過程中的 2 個半成品。什麼叫做 phenotext，Julia Kristeva 在她自己的論文裡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提到，我引用她的說法這樣會比較清楚：“The phenotext is a structure (which 

can be generated, in generative grammar’s sense); it obeys rules of communication and presupposes a subject 

of enunciation and an addressee.” Julia Kristeva 的 phenotext 其實很簡單，她的現象文本生成在產生意義

的過程之中，有一個敘述者並且有一個傾聽的對象，The address of enunciation 的過程是很清楚，回到

社會語言學那種 communication expression 的功能，significance 這樣的一個意義產生，或者只是簡單的

meaning 的過程，但是 “genotext” Julia Kristeva 給它的定義是： “The genotext, on the other hand, is a 

process; it moves through zones that have relative and transitory borders and constitutes a path that is not 

restricted to the two poles of univocal information between two fully fledged subjects.” Julia Kristeva 起碼想

辦法要將兩種文本生成過程做的複雜一點，如果只是處理社會語言功能論，那麼 phenotext 的表達跟表

義、溝通的過程就已經包含在裡面，可是 genotext 是要走的再更遠一些。當我們抓到那個意思再去做

意義的解套的時候或者是詮釋分析的時候，已經在現象文本的末端，但是如果是 genotext，在生產過程

中，它就不是一個定格的東西，它是一個過程，回到 Julia Kristeva 所講的話我們就可以多多少少抓到

比較原初的這兩個 text 的不同，因為達到語言社會功能的是 phenotext，在隱晦的狀態裡面的生成的過

程，而且還在變動的，那是一個過程，這樣的過程可以在不同的 zone 裡面去穿越，在固定下來之前，

Julia Kristeva 給它一個過程中的模糊性，擴大了它產生的可能，這就是為什麼 Roland Barthes 講音樂的

時候直接拿 Julia Kristeva 的兩種文本(phenotext 和 genotext)來運用，因為這是比較好去挪用的一個部

分，Julia Kristeva 起碼已打開語言最後功能性的限定，回到生產的過程，所以 genotext 其實是一個

process，而不是 product，不是一個成品，可以在不同的 zone 裡面，中間可能有一些變動，可以想辦法

去 constitutes a path，它是在很多不同的東西或者介面中間去創造或建構一個路徑，而這個路徑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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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not restricted to the two poles of univocal information between two fully fledged subjects.” 他認為在 two 

subjects 之間，那樣的一個 intersubjective 的一種意義生成的 touch 的過程之中，我不是說產生的路徑並

未必完全由這樣的 2 端 addresser or addressee，他們之間主體的認定或者 projection 出來的一個 meaning

去完全的限定，我們在談 genotext 的時候，稍微有點開放性的地方，跳脫了後面的問題，重新回去講

意義在創生的過程中，他有沒有特別去講到限制，在這邊 Julia Kristeva 並沒有把它限定起來，這個就

回到 texuality 講結構跟後結構文本性的時候，Roland Barthes 就已經想辦法把 text 跟 textuality 擴大到

任何一種可能性都可以講起來，不管是聲音或者是文字或其他影像就因此可以融入進去生成系統跟表

義的文本。一旦 textuality 被開放成任何一種都是文本，再回到 Julia Kristeva 講的 genotext 其實是在 2

個 subject 之間共同建構出來，又不直接被他拘限，reading the two books，這個是 Julia Kristeva 比較聰

明的地方，她給了比較大的彈性空間，Julia Kristeva 還有一句話，我還是引用下來，這樣比較清楚： 

“Designating the genotext in a text requires pointing out the transfers of drive energy that can be detected in 

phonematic devices (such as the accumulation and repetition of phonemes or rhyme) and melodic devices (such 

as intonation or rhythm)，我們可以看到 Roland Barthes 跟 Julia Kristeva 那時候都已經開始注意到影像、

聲音跟 letters 之間的不同，在做 genotext 的時候需要用到 phonematic devices，跟我們的聲音討論是有

關係的，我們說聲音發音那個音符的東西， “such as the accumulation and repetition of phonemes or 

rhyme”，不只是 rhyme，本身都可以有創建的功能，and melodic devices，除了在創建文本的過程中，我

們發出了某些 phonemes，形成現象文本的意義生成之外，其實他還有 melodic devices，把他的韻律音

韻加進來，我們的聲音在講的過程中就不一定要先跳去講音樂的 melody，其實在我們說話聲音裡的

melody 就已經出來了，這也是 Julia Kristeva 比較細膩的地方，她會去談到我們在講的聲音，可是在聲

音研究裡我們卻管它(意義製造)的後端，製造意義的後端當然很簡單，當我們在講話的時候音符音標那

些東西本身要去看這些 devices，有沒有造成 rhyme，melodic 它的音韻(包含 intonation or rhythm)是不是

也可以抓住？後來 Roland Barthes 把 intonation 拿去談音樂， “in the way semantic and categorical fields 

are set out in syntactic and logical features”，我們進入語言系統裡面講的都是 semantic 或 grammatic 文

法結構或是語意生成，也就是講 logic，可是實際上 Julia Kristeva 把它拉到更早之前聲音可能的一些狀

態， “or in the economy of mimesis”，什麼樣是 mimesis，Julia Kristeva 打開了它的範疇： “fantasy, the 

deferment of denotation, narrative”。這當然是比較大範圍的敘事問題，直接敘事進入我們的 mimesis 的

過程，他怎麼樣去翻譯變成不同的 signifiance，如何從小而大的去創建 genotext 的基本的可能性，這是

Julia Kristeva 比較聰明地在她的論文裡面做的說明，有了 Julia Kristeva 的 genotext 跟 phenotext 之後，

Roland Barthes 只是在他的小論文裡直接將這兩種文本拿來用，有時候講的就不如 Julia Kristeva 說的那

麼清楚。當我們直接看 Roland Barthes 怎麼樣講 the grain of voice，一開始他是用 Émile Benveniste 的說

法：“Language is the only semiotic system capable of interpreting another semiotic system.” 現在我們不相

信 “this is the only one universal”，Roland Barthes 說他自己想要在音樂裡面另外丟出來新的想法，“rather 

than trying to change directly the language on music, it would be better to change the musical object itself, as 

it presents itself to discourse, better to alter its level of perception or intellection, to displace the fringe of contact 

between music and language.”，其實他一開始就看到音樂性本身，甚至他說我們要做的應該是先去看

music 跟 language，應該要先解構它們，要脫構這兩者，我們的流行音樂可能也有這個意思，流行音樂

當然有它的歌曲，歌詞也很重要，因為歌詞講述不同的人的思念，或者是戀愛，歌詞有很大的因素會

決定我們跟那首歌的感應，Roland Barthes 說，不是我們不能這樣看，而是要想辦法把那個 language 給

脫離掉，甚至也不要管 language，乖乖地注意呼吸、注意咬字、注意吞吐，把咬字發音都做得很好，唱

得很好聽，但是那也都不是重點，這樣的音樂是他不欣賞的，我們應該注意特別的現象音樂跟 language

之間，甚至我認為音樂本身也是一種 language，先把 instrumental 的可能性通通丟掉，vocal music 是德

國的 melody，the very precise space，Roland Barthes 認為它是一種空間，是一種 “(genre) of the en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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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a language and a voice.” 他認為我們要去探討流行歌或者是浪漫歌曲的時候，不是在探討音樂，

你不會想到說他居然把音樂丟到一邊去，如果我們把這篇文章交給 Julia Kristeva 去寫，可能就會寫得

比較好，因為 Julia Kristeva 會把音樂的譜本抓回來談，可是 Roland Barthes 把它先脫構，不管這個部

分，所以這也是 Roland Barthes 很快地就一筆把它丟開，因為他認為要探討的是 “the encounter between 

a language and a voice.” 我的 ppt 裡特別引用那句話就是要說明 Julia Kristeva 會講什麼－－rhyme 

intonation－－Julia Kristeva 會講這個東西，可是 Roland Barthes 很快就加進來，他說我們應該看的是

language and voice 之間的文體：“The ‘grain’ is that: the materiality of the body speaking its mother tongue; 

perhaps the letter, almost certainly significance.” 我這樣以偏概全地隨便抓一句解讀，似乎對 Roland 

Barthes 也是太生硬地將他變成個大壞蛋，其實這中間有很多東西都暫時隱去不見了，因為在此我只是

想特別強調，在這個時間點當 Roland Barthes 寫這兩篇文章的時候，跟他後期再談其他東西的時候其實

還是有差距的，他在寫這個東西的時候雖然嚐試要去找出那樣一個 signifiance generation 的過程，那個

process 我覺得他在這邊做得有點不太好，materiality 是不是可以這麼簡單的呼應 language and voice，

這樣是不是有很多東西我們沒有談到，只要去細看，會發現 Roland Barthes 也有談到聲量、你的喉頭怎

麼去發音，可是你會發現他就是很簡單的概略而過，他說這個就是這些人在做的 technique，在那樣的

解釋之下很多東西非常重要的細節都遺失了。如果我們真的要去談音樂，應該掌握住的東西在這邊就

非常可惜地遺失沒有了，這兩篇文章其實只是一個初步的東西，我們真的要用到這些論點，是需要有

更多的鋪墊，否則這樣是會有問題，因為所謂意義的生成都還是在 letter 這種東西上面打轉。接下來我

們就看看他怎麼樣去講 FD 跟 Panzéra 之間的問題，FD 本身直接唱歌就是 pheno-song，什麼叫 pheno-

song，the pheno-song (if the transposition be allowed)，如果我們可以把 phenotext 在這邊轉成 pheno-song，

“covers all the phenomena, all the features which belong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being sung, the rules 

of the genre, the coded form of the melisma, the composer’s idiolect, the style of the interpretation; in short, 

everything in the performance which is in the service of communication, representation, expression”，其實這

樣的說法就屬於功能論的範疇， “everything which it is customary to talk about, which forms the tissue of 

cultural values (the matter of acknowledged tastes, of fashions, of critical commentaries)”，cultural values 指

的是上層的 text definition，在這邊因為 Roland Barthes 一開始的作戰計畫，他在擬定計畫的時候就比較

粗略，畢竟 materiality 應該要更細分去談論的，但是他那時候並沒有做到，以至於到最後 Roland Barthest

談到有關 voice、the grain of voice 的時候，終究是沒有辦法進入真正的 music 去談，這個部分是我在準

備報告的時候一直覺得很遺憾的地方，他在談聲音的觀點與步驟的時候進行得太快了，他並沒有把這

個議題當作很嚴肅的一個研究去鋪墊，在這邊可以發現他的心力跟整個篇章的發展都太侷限，雖然你

想用你有關 intonation 的想法，想要把他拉開去談音樂，可是最後又被拉回到一個非常狹隘的觀點裡，

甚至你很具有文化價值觀念，想直接進入 cultural values，而沒有去談語言理念，因為針對每一個語言

理念意義的生成，Roland Barthes 的觀念怎麼樣去放置，都很有探討的必要。其實他自己在談後面發源

的原因，講u, e, a的音的時候，其實可以再更細膩，然後去探討那個字或者是去逼近那個音或者是 rhyme，

以鋪墊出純粹屬於法文的音與義，然後去評比德文，也將產生很多不同。language 本身不只是被唱出來

的 language 或者是一個聲響，實際上他可能在不同的 language culture 裡，因為語言的吸收過程中會有

些東西產生變化，因為這一點點的岔路歧出，所以讓這篇文章的變化就少很多，實際上是單純化很多，

這也是我覺得很可惜的地方，一旦提到了上層跟下層之間的 culture、economic、desire、power 這些東

西就很單純，最後就只能歸類到下面，“which takes its bearing directly on the ideological alibis of a period 

(‘subjectivity’, ‘expressivity’, ‘dramaticism’, ‘personality’ of the artist)”，最後只能談 artist 這類概念，這也

是我們所看到的，Roland Barthes 在這篇論文裡怎麼去談這兩位歌唱家之間的 geno-song。讓我們回到

他講 Panzéra 和 geno-song 的主題。他講 Panzéra 唱歌的時候，“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communication, 

representation (of feelings), expression; it is that apex (or that depth) of production where the melody really 



 16 

works at the language，not at what it says, but the voluptuousness of its sounds-signifiers, of its letters—where 

melody explores how the language works and identifies with that work. It is…the diction of the language.” 他

雖然有觸及到語音與字義，但是力度跟深度就比較淺一點，根據 Roland Barthes 在這篇文章裡的說法，

melody 很可惜地在這邊有一點被誤殺了。當然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這是一篇太小的論文，這一

句話後來也被一些批評家拿來談。Roland Barthes 論文裡說 “With FD, I seem only to hear the lungs, never 

the tongue, the glottis, the teeth, the mucous membranes, the nose. All of Panzera’s art, on the contrary, was in 

the letters, not in the bellows (simple technical feature: you never heard him breathe but only divide up the 

phrase).” 如果有一個機會可以進入樂聲裡去分析，這就是了，可是還是不夠細，很可惜，這篇文章 Roland 

Barthes 沒有做好，當然這也不能怪他啦，因為 Roland Barthes 總結說 Panzéra’s art 就是如此: “it was able 

to bear traces of significance, to escape the tyranny of meaning.” 最後他講的結果，只能回到比較單純的結

論：“The ‘grain’ of the voice is not—or is not merely—its timbre”，timbre 才是應該要更進一步地去作一些

東西，所以也許我們應該寫一篇文章來狗尾續貂，很多東西當我們再去看的時候覺得他有想辦法要開

拓一個格局，可是為什麼走不出來？ “the significance it opens cannot better be defined, indeed, than by the 

very friction between the music and something else, which something else is the particular language (and nowise 

the message). The song must speak, must write”，Roland Barthe 在這篇論文中是他的歌曲本身在言說

(speak)，他必須要訴說(must write)。後來比較多的評論家談到 Roland Barthes 這篇文章，尤其在寫他的

生平的時候，大家就會把他談音樂的這個部分直接當做是：當他在討論 grain 的時候，其實是在談

textuality。其實從上面引用的這樣一句話裡面，我們可以看見 Roland Barthes 在寫這些話的時候，其實

已經在作鋪陳了，後來 Roland Barthes 生平的傳記作者們他們會把 grain 直接等同於或是認為音粒本身 

“very close to the concept of the textuality”，也因此有了以下的說法：“The song must speak, must write—

for what is produced at the level of the geno-song is finally writing.”，所以我們看見 Roland Barthes 確實想

要鋪墊生成系統，但是當我們回到他講 melody 的議題時，Roland Barthes 的說法是：“The mélodie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history of music and much with the theory of the text.” 據此，我們不得不說他真的是在

講 text，這樣的比擬好像讓我們看見所有的 textuality 都可以 open to many different of kinds，這是一個

看法，可是也在這樣的一個階段的過程中 Roland Barthes 把什麼東西都單純化了。因為如果只講

text/uality，那所有東西都回到了一個語言的或者是意義的生成系統裡面，你會非常侷限地去談語言、

談意義生成，可是並不是每一樣東西必須要生成意義或是每一樣東西都有 process。讓我們回到 Julia 

Kristeva，她同樣也說 genotext 一定會變成 phenotext，在 genotext 裡面她強調那是一個 process，而且很

可能其他的東西，如 intonation，都可以被討論。Julia Kristeva 所採用的那個方法論是可以發展的，甚

至是正在發展的，可以說是還沒有走到 the end of the product 的一個過程，所以可能 Julia Kristeva 的說

法會由於你把它丟回來而變成一個 “a system of the text”。當我們現在再重新去看 Roland Barthes 他們

的論文的時候，必須要很清楚很明白地認識到，當 Roland Barthes 他在那個位置上想要去做某些嘗試的

時候，可能就是一個偏差動作而導致了整個導向的錯誤，即使是在談音樂的時候，Roland Barthes 因此

很可惜地錯失了某些東西，因為回到 the theory of the text，我們就會抹殺了音樂裡面很重要的東西，不

管是 instrument 製造出來的、technique 產生的聲音、或者是歌者利用喉嚨利用各種發聲器官去製造的

聲音，他的音量或者他的 melody，可能的那些應該很細微被重新去挖掘的東西就拉倒了，因為一切都

又回到 the theory of the text。我們並沒有離開 Derrida，完全都還是在這樣的氛圍籠罩之下，所以剛才

非常感謝邱老師一開始先把我們的架構與層次拉得比較高(哲學的省思)，這樣我們在做對比時就會非常

非常清楚地看見侷限之所在，我們必須要不斷地去重新認識遇見這些理論家，否則的話他們所佔據的

位置永遠都很可能是一個偏差，也許不該說是偏差，而是當我們不斷針對理論往後推演的時候，我們

看見前面有一個可能性，微乎其微的可能性，但是僅在一瞬間就偏過去了，後面的人很細膩地去把他

抓出來重新去談，追理論追得很辛苦，還是願意去讀他是因為我們被開啟了另外一種可能性，意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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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生成的 process 裡面，可是你如果沒有用另外一個 term 沒有另外一種 approach 沒有另外一種說法

去重新去打開去說明去解釋去挖掘，我們就走不到另一邊，“The ‘grain’ is the body in the voice as it sings”，

這是為什麼需要很多的不同的 terminology，你如果只是用這樣的 term 去描述的時候，很多東西被限制

了，因為講到 body 講到 text，他沒有辦法再用更新的東西去談論它，discourse 跟 argument 如果出不

來，那麼剛才那句話：“The ‘grain’ is the body in the voice as it sings” 表面上是替我們開解了，實際上是

封閉了，這是一個很可惜的地方，我在讀的時候有一些遺憾：“the hand as it writes, the limb as it performs”，

Roland Barthes 在此處把 vocalist 他的 body parts 說出來了，“If I perceive the ‘grain’ in a piece of music 

and accord this ‘grain’ a theoretical value (the emergence of the text in the work), I inevitably set up a new 

scheme of evaluation which will certainly be individual—I am determined to listen to my relation with the body 

of the man or woman singing or playing and that relation is erotic”，此處我們只是進入 relation，但是我們

沒有進入那些 reality，我們只抓到了一部分，可是另外很大部分在這邊遺失，“but in no way ‘subjective’ 

(it is not the psychological ‘subject’ in me who is listening; the climactic pleasure hoped for is not going to 

reinforce—to express—that subject but, on the contrary, to lose it)”，我們並不是進去當作一個 dominated 的

subject，他本身是不是 try to lose ourselves in it，“The evaluation will be made outside of any law, outplaying 

not only the law of culture but equally that of anticulture, developing beyond the subject all the value hidden 

behind ‘I like’ or ‘I don’t like’”，這是他的一個說法。 

再下來我們看 Roland Barthes 的第 2 篇小論文“Listening”。Roland Barthes 的論文把 listening 分成

幾個段落來做，我們也照他的方式來分，開宗明義就把 hearing 跟 listening 分開來，這個當然是蔡振興

老師在上一次讀書會報告時一直在強調的，甚至我們知道在這邊 Roland Barthes 其實是沒有這個說法

跟分析的，於他而言，很簡單就是一個 hearing 跟 listening 的不同，“Hearing is a physiological phenomenon; 

listening is a psychological act.” Three levels of listening，第一個 level 就是 an alert 最單純的 animal instinct: 

a living being orients its hearing… to certain indices.” 你是一個 animal instinct，你會對 environment 可能

出現的一些聲響，那些聲音會特別被注意，因為你擔心 adventure，那些東西都是 indices，“you are just 

listening with your ability to listen, to find indices”。第二個 level 你會從單純的只是一個 animal instinct，

semantic 的解讀過程，“what the ear tries to intercept are certain signs.” 你就會開始去解讀你所聽到的 grain

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他比 indices 那樣簡單的只是告訴你什麼東西來的更複雜化，這個都是 based 

on 我們在談符號學的時候，如何從 indices 進入到 sign 的過程，第三個更高一層符號的解讀(an 

intersubjective act)，它只是一個 indices。Index 告訴你只是像什麼東西，再到意義的擷取解讀，在更進

一步你要去跟發出聲音的 subject 這個聲音的來源(source)產生一種 intersubjective act，之所以這樣分，

我剛剛說過談符號所造成意義的時候，其實是根據指涉關係來的，在講符號論的時候其實是有分層級

的，C. S. Pierce 是把它分為 icons, indices, symbols 以便做那些區分。Roland Barthes 把它那 9 種東西直

接拆成單純的 3 個 level 來說，其實是一種 defecation。他把符號各種可能性的說法，從原本的 9，甚至

再加上去更多種，可以到幾百種的符號功用說，完全只降低到 123，於是指涉關係所牽涉的，就是

intersubjective act: “such listening is supposed to develop in an inter-subjective space where ‘I am listening’ 

also means ‘listen to me’，Roland Barthese 因此回到了原初的人際關係之中，一種 intersubjective 的過

程，於是 “what it seizes upon—in order to transform and restore to the endless interplay of transference，is 

a general ‘signifying’ no longer conceivable withou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unconscious.”，這個已經把我們

指向他最後認為要接觸的地方，他這個講話的過程，很可能讓我們看到 index、看到 symbol、看到 sign，

可能是 9X9=81 這麼多種可能性，其實我們很可能在 signification process 裡面，就在簡化過程中，將一

些很重要東西都丟掉了，我們回到小論文的 section one，他就在講第一個 listening 最簡單的層次，我們

當然不用從動物開始講，直接講人，人在一個環境或者是 home 裡面，你會聽到 kind of simple music 或

song， “The listening happens at a familiar, domestic space. Its object is menace or, conversely, need”，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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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把它(聲音)縮小到 poetics of home，只講家裡，如果要講家裡思緒就要很簡單，講 kitchen、bathroom、

living room，你在裡面所聽到的聲音就因此很簡單，當你把目標放小的時候它可能很容易就被 conversely 

need，這也是大家的需要，一個非常 biological 的需要，“you have something to need，the raw material of 

listening is the index, because it either reveals danger or promises the satisfaction of need.” 對照上次蔡振興

老師的演講中那些如何去講聲音的議題與探討時，你會發現後期的理論家在講聲音的時候其實講得非

常細微。Roland Barthes 進入第二個階段層次的時候，他就講 fort/da game，這個也是奠基在符號學的基

礎上來講的。前面講 index，他很單純地在表明一些你有需要或是你有補墊這個需要，這是最簡單的

biological reaction，到了 fort/da game 的層次，他把很多複雜的東西都變得單純化，所以第二層就很簡

單，直接進入了意義的製造，當佛洛依德的孫子將對於母親離去的焦慮轉換成 fort/da game 的時候，利

用 fort 跟 da 之間把那個東西/玩具甩出去再弄回來，他在製造音響，可是這個聲音本身已經轉換了，也

就是說那個遊戲已經轉過了一個層次， “What is listened for is no longer the possible, it is the secret”，轉

了一個彎，本來是要期待的 waiting 的過程，母親不在的焦慮，可是現在的 possibility 已經被轉換成，

你用那個東西代替了、或者利用模擬的一個東西/狀態去做替代，它因此變成是一個秘密，如果沒有特

別像佛洛伊德去做 study 那麼細緻地去探究，沒有人會知道 fort/da game 在玩什麼。因為那是個秘密。

所以他說 “Listening is henceforth linked…to a hermeneutics”，傾聽其實竟變成謎一樣的，變成詮釋學了，

“to listen is to adopt an attitude of decoding what is obscure, blurred, or mute, in order to make available to 

consciousness the ‘underside’ of meaning.” 這樣的一種遊戲或者是這樣的一種動作下面，他利用一些玩

具製造出聲音，而在此其實有一種內在的被隱藏的下面的意義在裡面，變成你的聽的過程是從最簡單

的第一層去看意義的潛藏的位置，然後在意義潛藏的位置裡面，像這種把一個很單純或是意義很清楚

的一個事件重新轉換變成是祕密的時候，我們就進入了 religious 的狀態，本來是人跟神之間的溝通，

他就把他轉變成是一種 religious ceremony，這本身就是聽的過程，“The communication implied by this 

second listening”，第二層次則是由 fort/da game 轉出來的一個狀態，this second listening is religious，於

是進入了宗教的神祕狀態，“it ligatures the listening subject to the hidden world of the gods. A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subjects are thus formed”，因為他藉由人跟神的宗教關係，如果人跟神的位置相聯結，

其實在 listening 的過程中是在同一個平線上，那麼 “it creates transference: ‘listen to me’ means touch me, 

know that I exist; in Jakobson’s terminology; ‘listen to me’ is a phatic expression, an operator of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 the archetypal instrument of modern listening, the telephone, collects the two partners into an 

ideal (an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an intolerable) inter-subjectivity.” 我們看他 fort/da game 怎麼樣從小

孩子的替代性的一個補償性玩具的 process，人們如何把本來是很羨慕的一個東西轉換成是神祕的宗教

性的，所以是人跟神的關係，人跟神的關係再進一步拉成平線的時候，addressee 跟 addresser 之間的溝

通如何被 Roland Barthes 用 listening 拉在一起。他怎拉呢，就直接用 listen to me 實際上在你的過程裡

面你要聽我說－－ “It means touch me，know that I exist”，直接從聽的過程裡面轉回到自己說話主體的

本身，如何不光是從語言而是從身體出發，這當然也是 Roland Barthes 研究的一個重點，如何跳脫語言

的牢籠，建立真正的文本的生成，可是文本的生成絕對不只是 letter writing，他本身還包含了 body、

desire 的什麼東西都會進去，這是當時他們努力的方向，他把他拉到如何從敘事性的東西的文字意義，

將 “I speak” 變成 “listen to me, it means touch me”，body 都出來了，physical 都出來了，know that I exist，

addressee and addresser 發出訊號的時候，其實是一種 phatic expression、一種感情式的體認，我不只是

在告訴你意思，我還有帶著附帶感情，希望你跟我之間的主體關係的位置之間的變動，“operator of 

individual communication; the archetypal instrument of modern listening”，他們的 listening 其實轉了一個

彎，轉到了第三層，這裡有許多在談打電話的例子，例如：有沒有藉由聽的過程中，祖母跟聽電話的孫

子的 inter-subjectivity 因此構成，因此可以在第三層直接進入 a psychoanalysis listening，完全借用佛洛

伊德式的說法，from unconscious to unconscious，因為已經跳脫了義義建構，他已經不再是被拋棄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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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所以他就引用了佛洛伊德的說法 “We must make no effort to concentrate the attention on anything 

in particular”，的過程裡面不能夠做一個 select 的動作，你不可以 “concentrate the attention on anything 

in particular, but to maintain in regard to all that one hears the same measure of calm quiet attentiveness—of 

‘evenly hovering’ attention as I once before described it.” 你當作一個 analyst 被放在敘事的過程中，你不

可以有特別的選擇性，也就是必須要完全 evenly 地去聽，這是另外一種聽的 technique，為什麼要進入

這個 technique，因為必須要進入 unconscious 裡面才能夠看， “In this hostelry of the signifier where the 

subject can be heard, the principal body movement is the one the voice originates from”，從這邊就是直接跳

進去了，他認為你的 voice 在講的時候，我不要你的意義，我只要進去你的 body，“Listening to the voice 

inaugurates the relation to the Other: the voice by which we recognize others…indicates to us their way of 

being, their joy or their pain, their condition; it bears an image of their body and, beyond, a whole psychology.”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敘事，但是他把它轉化在聽的過程中你已經不斷地經過翻轉之後進入了 unconscious

的解讀，他就已經不再是意義了，而且也平靜了身體，從聲音進去，回去講音樂：“The singing voice, 

that very specific space in which a tongue encounters a voice and permits those who know ;how to listen to it 

to hear what we can call its ‘grain’—the signing voice is not the breath but indeed that materiality of the body 

emerging from the throat, a site where the phonic metal hardens and takes shape.” Roland Barthes 這邊當然有

想辦法要去解說，雖然這裡沒有 Julia Kristeva 講的那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結構層次來，但是畢竟音粒

(grain)是太籠統的一個概念，在解釋的時候又沒有很細的 definition，Roland Barthes 在這篇論文裡都是

以比較大的概念、很空泛的 materiality 去講，如： “materiality of the body emerging from the throat”，但

是為何聲音在 Roland Barthes 那裡只有獲得「由喉嚨發出來的身體的物質性」這樣的描述？Roland 

Barthes將聲音的物質性與聲音此物的位置做了聯結，這是一個空間上的位置：“it is a site where the phonic 

metal hardens and takes shape. Corporality of speech, the voice is located at the articulation of body and 

discourse, and it is in this interspace that listening’s back-and-force movement might be made.” 這個位置應

該是 Roland Barthes 在講音樂的時候，特別要去把 FD 跟 Panzéra 拿出來比較的原音。因為他認為他們

2 個唱浪漫歌曲的表達方式裡面，一個專門只是注重歌詞部分，很清楚地在發音(articulation)上做區分，

或者是表達(expression)的很好，可是卻因此沒有注意到另外一種中介空間(the interspace)。Roland Barthes

還是有抓到大概的構思，在 intersubjective 之間那個空間其實是一個 listening 的一個 process，其實在變

衍生成的，這個位置是由兩邊動作的，這一點 Roland Barthes 有拉出線索來：“To listen to someone, to 

hear his voice, requires on the listener’s part an attention open to the interspace of body and discourse and which 

contracts neither at the impression of the voice nor at the expression of the discourse.” Roland Barthes 說，你

當然要去表達那個意義，那是 impression 還有 voice，是在 language 跟 voice 之間，但是他說當你在進

入第三層的 unconscious to unconscious 的時候，這個 language 跟 voice 其實都被打掉，因為他不能夠代

表後面真正所隱藏的東西，“What such listening offers is precisely what the speaking subject does not say”，

所以你所聽見的並不是或者你應該聽見或者你想聽見的都不是他說出來的，“the unconscious texture 

which associates his body-as-site with his discourse”，整個 discourse 過程其實是 body-as-site 在裡面轉，

“an active texture which reactualizes, in the subject’s speech, the totality of his history.” 這邊也是 Roland 

Barthes 在做某種程度的詮釋一個 listening process 的過程或者是把他想辦法抓住的有關聲音與中介位

置作引入，雖然我個人覺得這樣的解釋分析有點粗糙，一來先把人家比較複雜的、具有很多層次的理

論簡化變成 3 大層次，那就會有一點太粗略，因為講到最後一個 section 後要結尾了才來處理這 3 個步

驟的界說與定義： “what is listened to here and there (chiefly in the field of art, whose function is often 

utopian) is not the advent of a signified object of a recognition or of a deciphering, but the very dispersion, the 

shimmering of signifiers, ceaselessly restored to a listening which ceaselessly produces new ones from them 

without ever arresting their meaning”。這就是 Julia Kristeva 說的 meaning of process 在裡面轉，“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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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n of shimmering is called signifying [signifiance], as distinct from signification”，因為 signification

是我們把它定調以後的意義生成在那裡，實際上 signifiance 也是 signifying 的過程，“listening to a piece 

of classical music, the listener is called upon to ‘decipher’ this piece, i.e., to recognize (by his culture, his 

application, his sensibility) its construction, quite as coded (predetermined) as that of a palace at a certain 

period”。Roland Barthes 把建築的觀念抓進來，怎麼去建造那 listening 的過程，signifiance 怎麼去生成

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 Roland Barthes 最後一定得回到他原來的說法：他認為在 listening 過程中也有

一個交換 power 的限制，有一個 power 的展現。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小小的空間位置裡，“like a little 

theater on whose stage those two modern deities, one bad and one good, confront each other: power and desire.” 

所以他認為在 listening 過程中，其實是有 power 的角力跟 desire 的探取，或者是被 involved 到裡面去，

沒有辦法離開這個東西，你要採取什麼樣的策略，採第三種交纏角力的方式，或者是去做 meaning 的

建構，他給你 3 個很簡單的方式，這是 Roland Barthes 在 listening 這篇文章裡面所做的很單純的三種程

度的區別。我今天的讀書報告也將在這裡畫上句點，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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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聲音的痕跡:再現、銘刻還是僭越? 

主講者：洪世謙副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副教授) 

主持人：洪敏秀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 

地點：美麗島會廊五福廳 

日期：2017 年 4 月 22 日星期六 

書名：Derrida, Jacques.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範圍：Derrida, Jacques. “Linguistics and Grammatology.” Of Grammatology. P.27-73. 

 

在 1967 年德希達同時出了 3 本書，他早期的哲學當然跟晚期 1990 之後倫理政治學轉向不太一樣，

這篇文章裡面一開始還是一樣以西方傳統形上學為主，在整本書裡面他要挑戰的三個對象就是李維史

陀、盧梭還有索緒爾，要挑戰這三個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一直要拆解西方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西方

的傳統哲學強調「在場」，或是強調邏各斯、理性的、一致性的、統一性，他要消解在場-缺席二元性，

在傳統柏拉圖哲學中強調在場跟缺席二元性。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模糊這種二元性，這是他為什麼要挑

戰邏各斯中心主義的第一層。 

第二層是邏各斯中心主義往往預設了一個起源的概念，他認為一旦有起源就會有某一種原初的暴

力，他透過拆解索緒爾語言學的概念來談語言跟文字的關係，二者不是再現的關係，也不是追尋某種

起源的關係，語言跟文字的關係是同時存在，為什麼標題會訂為「再現、銘刻還是僭越？」以往我們在

念《論文字學》時，往往會覺得德希達似乎認為文字比語言還重要，或是他可能比語言還要好，但德希

達在後面說得很清楚，他的工作不是要用文字重新取代語言，或是說文字比語言好，他的工作其實要

說這二者都同屬於某個意象的符號，某個意象的符號都是痕跡，而這些痕跡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元書

寫，元書寫避免了以往西方的二元論，或是避免西方傳統形上學的起源。 

我從他怎麼拆解西方的傳統形上學作為一個起點，文章的結構鋪排上，在第一節開始談索緒爾的

語言學到底是一件什麼樣的事情，因為對他來說，不去說明索緒爾語言學裡面有哪些矛盾的問題，或

是說他認為索緒爾語言學裡面有什麼問題的話，他沒有辦法往下談語言書寫是什麼，或是最後談痕跡

是什麼。我跟著這脈絡先談，在第一節德希達怎麼去談索緒爾的語言學，我從我自己看到的段落裡面

列出幾點他談索緒爾的語言學。 

第一點，他認為索緒爾的語言學不過就是一個音位學，就是 phonetique，為什麼他的語言學不過就

是音位學，對他來說音位學就是一個結合著語詞、邏各斯、語音，三位一體的結合，跟德希達想要談的

語言學概念不太一樣，索緒爾堅稱語言學是科學的，德希達卻認為索緒爾所談的語言學本身，不過就

是某一種在音位學上的語言學。為什麼索緒爾要談語言學是科學的，他是要因此用來貶低、排除文字

的作用，或是因此說明文字是一種再現。因為音位學本身是非常有內在結構性的，以至於它不會像書

寫一樣是任意性的，或是書寫不在語言學的結構內，書寫不過就是再一次地銘刻，由音位、聲音所發

出來的響聲，它不在語言學裡面。從德希達分析索緒爾，索緒爾一直在區分一些事情，譬如說文字是

外部的，語言是內部的，或是文字是任意性的，但是語言科學性的，索緒爾在他的語言學裡有做這樣

的區分。相較於音位學或是索緒爾概念下的語言學，是統一的，是科學的，文字往往是一種派生的，是

任意性的，是特殊的、外在的、沒有一致性的語言。現在用到非常多例子，譬如現在學生喜歡講說 4ni(是

你)，看起來就是一個銘刻再現，文字對聲音的銘刻與再現是任意性的，或是說藍瘦香菇，明明聲音發

出來就是難受想哭，人們會把它用任意性的方式寫成藍瘦香菇，也是一種文字之於語言的發音。德希

達把 voice 跟 son 分開來，一個是聲響，一個是聲音，當人聽到一個聲響的時候，其實是沒有什麼意義

的，文字相對於聲音或是語音學下面的語言學概念，是外部的，是任意性的，不過只是要讓聲響可以

被銘刻下來或是再現，反而相對是固定的，對於索緒爾來說這種固定的東西反而讓語言死掉了。索緒

爾談語言學有很多的矛盾，他一直把聲音跟書寫做一個比較大的二元區分，但是對於德希達來說索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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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這樣的做法可能是有問題的，看到第 30 頁，語言有一種獨立於書寫的口說（oral）傳統，我先區分

一下，在英文裡面沒有做這樣的區分，法文裡面有 3 個概念，一個是 Parole，一個是 Langue，一個是

Langage，英文好像都只有翻譯成 language，在法文，Parole 就是口說，屬於比較個人性的口說，Langue

我會翻譯成語言，很簡單就是法文、中文、英文，通常是比較社會性的，比較具有結構的，所以你會說

一種語言，就是你已經知道這個語言本身的結構，只是這個結構不是由你個人來的，這結構是一個社

會關係或是某一些學科把它定義出來的，你這個個人是使用者，使用這個 Langue 在進行 Parole，使用

一個語言在進行言說，而使用的語言在進行言說這件事情本身叫 Langage，我把他翻譯成語言活動，語

言活動本身不只是個人跟社會，語言活動牽涉到各種心理層面的問題，牽涉到物質的問題，牽涉到怎

麼在各種不同的情境或是心理狀態去使用這套語言，是一整個活動，不只是說話，還包括心理層面的

東西，他可能是一種語言。 

索緒爾的第二個主張在第 31 頁，語言學的對象是說話（parlé）組合而不是書寫組合，慢慢可以看

到在德希達的分析中，說話跟書寫是區分開來的，德希達認為索緒爾所談的語言學是某種意義下狹義

的語言學，為什麼他說這是一種狹義的語言學，當索緒爾語言學在進行的時候，每一個字詞本身都已

經是意義跟聲音的統一體，或者是概念跟聲音的統一體，或是能指跟所指的統一體。德希達要講一件

事情就是當我們聽到一個聲音，我們卻知道它是什麼的時候，其實不單單是聽到聲音而已，聽到的已

經是一整個意義符號或是意義體系了，可以用非常多例子。譬如研討會的鈴聲，如果沒有人跟你說按 2

聲剩 2 分鐘，按 3 聲剩 1 分鐘，或是時間到了，你聽到的永遠是聲響，沒有任何意義，當你可以理解

一個語言在說什麼的時候，其實你都不是聽到聲響，你聽到的都已經是帶有意義體系或是意義系統的

東西在裡面。前一陣子寶可夢很流行的時候，我們所辦的助理騙我說老師所辦出卡比獸了，通常聽到

出卡比獸這件事情，它是一個聲響，不曉得什麼意義，可是有玩 pokemon go 的人就會知道出卡比獸是

多麼大的事情，下了課我就 3 步併 2 步趕快衝去所辦開始要抓卡比獸，其實不是真的出卡比獸，是他

們在所辦放了一隻卡比獸的布絨娃娃，這邊要講的就是說，通常我們聽到一個聲響的時候，我們理解

它是什麼的時候，它已經是意義跟聲響的統一體了，你才會理解這件事在說什麼，是概念和聲音的同

一體。換句話說，已經有某一種東西再現了，所謂的所指說明了後面的意義是什麼了，在索緒爾的語

言學裡面他會區分一個語言出現的時候，它會有一個聲響，如果你理解它的意思，它已經進入到整個

意義體系裡面了，這是一個能指跟所指的統一體，我們能夠說話，我們能夠使用某種語言不單單只是

純粹的聲響或是聲音的問題，其實都已經有一套意義體系在裡面了，這是德希達說索緒爾是怎麼去談

語言學。對於德希達所要分析的索緒爾來說，在索緒爾的脈絡裡面沒有所謂的純粹聲音，但是索緒爾

卻非常想要追求純粹的聲音，才能夠說明語言其實都是在複製純粹的聲音，而純粹的聲音才是最符合

自然的。 

第四點說書寫其實是一個表音，是外部的，是語言和思想之間的外現，因為索緒爾只談表音文字，

他認為表音文字尤其是希臘文都是在紀錄一種表音文字，而不像漢字是表象文字，所有表音文字記錄

下來就是某一種聲音，聲音裡面已經有一種系統性了，已經有一種結構，文字異於表音體系，是外部

的，只能再現銘刻紀錄，但它沒有辦法改變聲音的體系本身。對索緒爾來說，書寫一直都是一個語言

或是語言活動的外部，從來都不是在語言裡面，是外部的，是語言活動和思想聲音的外現。我覺得這

其實是德希達書寫的狡猾跟策略，他通常會把對方的文字讀到他所要的那個狀態，他一直把索緒爾做

區分，書寫跟語言，內部外部，再現缺席，第 33 頁，索緒爾把文字分為 2 種，一種是表音，表音的意

思就是再現一系列的聲響，有時候是音節，有時候是音母，當我們寫 A 出來的時候，不管是紀錄英文

的 A，還是法文的 A，都是記錄一個文字或音節，是一個表音文字的記錄，去再現一個聲響，是一個無

法再還原的聲響，A 這個音沒辦法再還原，它是所有音裡面最小的單位，另外一種當然是表意文字，

索緒爾強調語言學或是語音學下面的語言學他做的只是表音文字的研究，不談表意文字。書寫本質上

是外在於語言活動，它不在語言內部結構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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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點，德希達認為說書寫是掩蓋了語言的外觀，不是外衣而是偽裝，剛才提到索緒爾認為文字

是固定的，他是再現或是銘刻、記載著，你聽到聲音不穩定的東西，恰好是固定，反而有可能取代或是

僭越本來的聲音，譬如說大釣哥，最近一部電影，你已經完全的用文字去取代聲音的意義本身，因為

大釣哥在台語就是貼藥膏的意思，但是你用一種文字去再現跟銘刻，尤其是固定的文字，完全僭越了

聲音本身所傳達的意思，等於說你外部的文字去僭越了內部語言本身的系統，把本來的語言結構、語

言系統所要表達的意思都已經僭越或是取代了，所以他是偽裝，他說語詞的圖象是固定的，在索緒爾

的脈絡裡面，他寫這樣的時候事實上是任意性的，你完全不曉得為什麼他是以這種方式紀錄（銘刻）

這個音，當你寫一個字，它是圖像，它會比較容易理解、比較容易思考，可是文字作為圖像，因為是固

定的，而且是圖像，所以比較容易思考比較容易理解，它就很可能僭越聲音，當你聽到聲音，很可能不

在 Langue 脈絡下的意義，索緒爾在這邊批判文字，他是一種圖像的固定化，他是某一種符號，對於索

緒爾來說，聲音不是符號，德希達的觀點是聲音也是一種符號，不管是聲音跟文字其實對於德希達來

說都已經是符號了，可是索緒爾認為只有文字作為圖像這種狀態是一個符號，可是聲音本身不是符號，

這種固定的圖像僭越了聲音的自然性，為什麼他說僭越了聲音自然性，從索緒爾的角度來說，聲音本

身其實是發聲、是人看到、感受到各種事物時，各種人最自然的聲音，譬如你會尖叫你會出聲，從整個

哲學史的概念來說，人最自然最本質，因為他可能就是一個會溝通的，尤其是在亞里斯多德的脈落下，

人會發聲，發聲會有意義，人因此能進行溝通，這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本質，這是在傳統哲學裡面會談

的。聲音是最接近人的本質、是最接近人的自然，尤其是人會發聲，人會溝通，人會因為溝通而可以相

互活動，這些是在亞里斯多德脈絡裡面最自然的事情。聲音是一個最接近人的本質或是最接近自然，

然而圖像卻僭越了聲音的自然性，它太固定。為什麼聲音本身是很自然的，因為聲音讓意義有各種可

能性，一但它被文字給固定之後，它的可能性就消失了，這個是索緒爾要批判的是文字的固定性會讓

語言消失，它沒有辦法成為活生生的語言。譬如以前我女兒 2 歲多的時候，她很喜歡講拉，拉這個音

我從來不曉得拉在說什麼，即便我知道在中文語系裡面有個拉這個字，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她在說拉是

在說拉手，她要牽手要我拉她，過了一陣子她又說拉拉，我也可以理解拉拉，但是你不曉得她在說什

麼，當你把它寫下來的時候，你不曉得語言本身的豐富性是什麼，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她說的拉拉其實

就是指說她想要上廁所了，再過一陣子她又說拉拉拉，後來我才知道拉拉拉是她很開心的在唱歌。語

言本身可能有非常多豐富的意義，但是一旦被文字固定下來，本來跟人最自然，它要傳達的想要說的

那些事情就不見了。後來有一次我常常跟她講說慢一點，它跟你要表達的已經差很遠了，你不是只是

叫她慢一點而已，譬如說你擔心她，或是說你具有某種恐懼，所以你才會說慢一點，你要說的其實會

比你本來想的東西還要更多，當它被以再現的肯定的固定的方式確認下來的時候，後面的本來跟豐富

那些事情就不見了。德希達在這邊一直要說的事情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像索緒爾那樣把內外分這麼清

楚，但是在整個傳統形上學裡面，特別特別強調所指，即沒有被顯現出來的重要性，但是在索緒爾語

言學裡面卻又特別強調再現在場，能指能夠被確認這件事情的科學性，而因此貶抑了文字。德希達所

有要做的工作是他想要重新恢復模糊性，他不想要像傳統形上學後來特別強調不在場的、缺席的或是

所指的，他也不想像索緒爾語言學現代科學裡面只強調在場、強調能指、強調那種固定的意義，他也

不想做這件事，他要讓事情回復到可能在更之前他用的這種元文字的概念或是元書寫的概念。他說這

種語詞的圖像是固定的，這種固定的圖像僭越了聲音的自然性，因為它太固定了，這種圖像涉及了與

自然的決裂，而且是一種僭越，第 35 頁，文字僭越語言代表了對自然的遺忘，文字只是一種中介，後

來德希達認為不管是聲音還是文字都只是一種中介，沒有文字，邏各斯依舊停留於自身的內在，這種

自身的內在具有自然性、原始性和直接性，在第 37 頁，文字只是一個中介，整個語音學之所以會成為

一個科學的學問，整個語音學之所以後來成為語言學，成為索緒爾認為的語言的體系，因此排除文字，

是因為語音學其實就是一個語詞，一個說話，還有一個詞彙，還有它之間本身的邏輯性，就好比當我

們要說一件事情別人聽的懂的時候，一定是那個詞跟意義已經具有統一性了，我以這個說話的方式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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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把他發出來，所以我們才開始具有溝通理解的能力。這個就是他說的語音學是一種統一體，說話語

詞跟邏輯的連貫性的統一體，如果沒有這些東西，這些連貫性還是在內部裡面，內部裡面其實是一個

最直接性的，就是語言這件事情本身還是一個最直接的，語言活動具有獨立於書寫並且非常穩定的口

語傳統，但書寫只是一種幻覺，而且阻礙了我們看清這一點。所以還是一樣跟之前重複的概念，書寫

讓我們把那個意義本身都給窄化了，而且甚至去取代了意義本身，所以成為一種障礙、一種幻覺。這

個其實有好多例子可以舉，譬如我們現在常常會說最高就 87 分了，87 對於知道的人來說他從來不是

指 87 分，當你寫一個 87 分的時候，會讓我們無法理解為什麼要講最高就是 87 分，87 分其實就是白癡

的意思，他其實就是以前的動漫裡面，會說這個人特別高傲，但他其實不是這麼厲害的人，這個人就

是 87，後來現在的年輕人就會說最高就是 87 分了，當你聽到最高就 87 分，那個東西其實就是幻覺，

你根本不曉得原來它在指什麼，除非你真的已經知道那個脈絡是什麼了，所以對於索緒爾來說就是文

字一直都會干擾著語言體系內部，就好比剛才說的，我們其實本來知道 87 分就是說某一種成績的 87

分，這是一個語言內部，我知道他被 87 分寫下來，我因此說出來，這是一個語音學所構成的語言學內

部的一貫的邏輯的邏各斯系統，我們一直都是以這種方式在溝通，可是當一個文字進來，他寫 87，成

為一個幻覺，他成了一個我們沒有辦法用以往那種語言去理解他取代了這件事，阻礙了我們看清這件

事。索緒爾在後面就說語音與意義之間有一種自然給予的能指秩序，當你發出一個音，你其實會知道

那個意義是什麼，譬如我說我們這個音的時候，我們本來會知道一個相對應的，就比如我們以前說鄉

民會有一個相對應的概念意義，所以索緒爾說本來的語音跟意義有邏輯一致性，譬如你聽到紅這個字

的時候，事實上你就可以直接指出來紅是什麼，因為紅這個音和意義被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知道紅是

什麼，這個是一個符號，就我們之前說能指跟所指的結合成為一個符號，因此你可以很具體的知道說

紅是什麼，當然你把它放在各種不同脈絡，你把他放在紅包你會知道紅包是什麼，紅燈你會知道紅燈

是什麼，這都是在結構主義裡面要談的就是當某一個詞被放到各種不同關係脈絡下的時候，他就會出

現各種不同意義，可是你都會知道這個意義是什麼，即便它在不同關係脈絡下，所以你會給予一個能

指的秩序是你把他接到不同關係脈絡下，這個能指就會出現，能夠被指出來這件事就會出現。索緒爾

強調書寫對於語言的敗壞，敗壞語言不可改變的獨立性，語言要獨立於書寫是一個自然的真理，41 頁，

書寫符號卻會導致這種秩序和本質的遠離，書寫本身是一種視覺形象，他會導致語言的錯誤並且改變

語言，書寫不見得是跟著語言體系的，你寫下反而干擾你去念那個字，文字會去干擾本來的語言系統，

視覺形象會導致語言的錯誤，文字形象導致語言體系的錯誤，而且改變了語言，例如法文的 sept femmes

（七位女人），如果你只看著文字影像，這種文字對於語言體系本身的內部是干擾，不利於外面，他會

干擾裡面，它看起來像是一個再現，看起來像是銘刻，實際上從索緒爾角度來說他很有可能因為它是

一個具體的圖像，它僭越了本來這些文字，本來這些語言本身的系統，這個是從索緒爾角度來說。 

根據剛才我所列出來的德希達對於索緒爾語言學的解讀，德希達就論證出幾個論點，第一個索緒

爾的語言學之所以是一個科學性的，實際上是因為他取決於語言學（音位學）裡面的許多嚴格限制，

因為它必須是語詞、意義跟邏各斯的一體，因為它裡面本身有它的內在的關聯性，他有許多嚴格的限

制，也因為這些嚴格的限制，它變成是一種支配的系統，它是一個內部的封閉的體系而已，之所以說

它的科學性，不是因為他真的科學而是因為他其實是一個內部的封閉系統，具有支配性，這個是在第

33 頁。 

第二個部分他說這是一種以影像作為現實性的開端為條件的獨門科學，在文章脈絡裡面德希達有

特別提，這個跟傳統的柏拉圖哲學不太一樣，因為傳統的柏拉圖影像是說他有一個理型，是可能看不

見的，之後會模仿，工匠的製造或是畫家的模仿，以往是說你會有一個現實性，所有的現實是模仿著

不在這件理型。可是索緒爾這個概念卻是反過來了，他把影像就是在場當成是一個現實，從索緒爾的

角度來說之所以是科學的，比文字更好的，因為他是一個可理解的、有體系的、邏各斯的、現實的，索

緒爾認為這個是跟以往傳統柏拉圖不太一樣的。但德希達認為，索緒爾這種做法還是一樣在二元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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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下，比起柏拉圖沒有比較高，一個是強調在場，一個是強調理型，德希達說要解構索緒爾所談的語

言學的傳統，不是因為真的要顛覆他，因為索緒爾一直強調書寫僭越了語言，書寫是更模仿性的，在

整個傳統的西方哲學裡面，更模仿就是層次越低了，越非本質、越低，自然越遠，它甚至僭越了所以可

能是某一種罪行，解構索緒爾語言學傳統並不是因為要宣告書寫無罪，而在要說明一件事情就是如果

書寫是一種僭越的本質是一種暴力，這種暴力並不是來自於書寫，不來自於文字，而是語言本身早就

已經是暴力了，僭越早就已經開始了。為什麼說語言是一個暴力，從德希達角度來說很清楚，你之所

以可以把這些東西把一些無形的所謂理型或是缺席這些東西，用一套非常有邏各斯的方式說出來讓他

成為一種在場，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是僭越了，你沒有辦法再去說文字是對語言的僭越，所以文字產

生書寫上的暴力，去對語言產生暴力，不是，而是當你可以把這些所謂缺席的、不在場的那些東西，以

語言的方式讓它具體的被表明為某一種在場可理解的時候，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是僭越了，對於更多

不可化約的、不可還原的事情的僭越，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是暴力了，他不會比書寫更不暴力。對於

德希達來說不管是索緒爾所談的書寫還是語言，本身都已經是形上學式的暴力，你把所有的不可知、

不可見、不可還原的東西都已經成為在場，因為你強調的是在場。所以我才說在德希達的脈絡跟角色

裡面，他並沒有想要幫書寫開脫，他也沒有因此要說書寫會比語言更好，他都沒有要說這些事情，他

只是要說明一件事，即這二者（語言或文字）其實某個意義上面來說都不過已經是元書寫的符號或是

中介，並沒有誰比誰高的問題。所以他才必須要開始談說什麼東西是元書寫，這是他的脈絡。到這裡

就是我把前面德希達怎麼去談索緒爾的語言學，我常常會跟各位聊的就是說也許德希達所讀的索緒爾

語言學其實都是他的解讀，甚至可能這只是我解讀德希達的語言學的解讀而已。我覺得德希達在這裡

一直製造或是一直要說明索緒爾把所有東西二分，但是二分裡面又有太多東西是自相矛盾的，他有一

個這樣的德希達書寫策略。所以德希達一開始就說索緒爾之所以可以把文字貶抑，把文字排除在語言

之外，是因為他認為文字是任意性或者固定，你為什麼可以以這種方式寫下來以這種方式記錄下來，

這其實是一種任意性，德希達要講的就是說其實索緒爾認為的語言有一套內部體系，有一套約定俗成

有一套邏各斯，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種任意性，所以不論是書寫還是語言其實這都是一套任意性，只

是這套任意性在索緒爾的解釋裡面是因為語言本身有一種科學，他有邏各斯，它有約定俗成，所以他

跟文字怎麼去記錄語言的任意性不一樣，文字是任意性的，可是語言本身有一套自己內部體系，是邏

輯的，德希達是要這樣說，但是德希達說不是這樣子的，你現在會認為語言有邏輯，你之所以會認為

語言有約定俗成，那個其實在一開始它也是任意性的，我們無從再去追某一種起源，因此你說它是約

定俗成所成的一套語言體系，德希達就說，不是，只要是符號當然對德希達來說是語言本身要去說明

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種符號，所以他說符號的任意性使得語言跟書寫徹底區分這件事情不再存在，

終止了這二者被徹底區分了，44 頁。其實在標題上面打了一個叉叉，大家可能比較熟悉他開始要談痕

跡的概念或是抹除（rature），所以他在一開始就說明一件事就是說任意性徹底禁止書寫跟語言中間能夠

被徹底區分，在一個表音能指跟一般所指的自然關係裡面的一種特定的能指與一種特定的所指之間，

其實都是任意的。也就是說，不管你是語言上面所固定下來那種能指跟所指之間的概念，還是你是依

文字所書寫下來那種能指跟所指之間那種關係，這些關係其實都是任意性的，並非說語言比較接近自

然或是語言比較是本質性的而書寫卻是取代它的，沒有這個，他們二者其實一開始都是任意性，沒有

誰比較科學。所以德希達才說，在約定俗成可能產生之前任何的文字之外的事情都是不可想像的，所

以所謂的約定俗成也是一個任意性，對於德希達來說是這樣。所以他說符號的任意性觀點間接地不可

避免否定了索緒爾將文字逐出語言外部主張，這已經到第 45 頁了。 

他在這邊就已經講說符號任意性這個觀點不可避免否認索緒爾將文字逐出語言外部的主張，因為

索緒爾之所以可以把文字驅逐於語言外部，它會干擾語言本身自成的體系、會干擾語言本身自有的邏

輯一致性，所以索緒爾認為文字不應該或是文字不屬於語言的一塊，但是德希達說不對喔，文字跟語

言本來都是任意性本來都是約定俗成的，有點像我們現在真的約定俗成久了就會把一些本來好像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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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那些字就固定下來了，就是像我們現在常說藍瘦香菇的時候，大家好像慢慢知道這個是在指什麼

意思，文字其實也是一種約定俗成，在第 45 頁往下說，只有在黑格爾跟索緒爾脈絡下被稱為記號，才

會脫離文字跟符號學，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說，對於德希達來說其實索緒爾所談的那些語言能夠被理解、

能夠被記下來那些一致性的那些東西都是一個符號了，這些符號從德希達角度來說它也是一種你可以

想像，因為當你可以把一個所指的東西變成一個能指具體的，被你理解的時候，那就是你在腦子裏面

都已經有個具體的符號在那裡，你才會知道說那個是什麼，否則你不會知道那是什麼，那個符號是不

是以文字的方式被寫下來而已。對於德希達來說就是索緒爾談的所有東西，即便包括你要談的語言結

構，他都已經是一個在場、一個能指，某個意義上來說也已經是一個符號了，所以它並不是像其他他

說的原始某種儀式性的象徵，它可能不是這個。所以德希達說：「說書寫並非言說的圖像或者記號，它

既外於言說又內於言說，而這種言說本質已經是一種書寫」。這跟我剛才談的概念是很相像的，書寫對

於德希達來說，當語言在說明一件想要表達清楚的事情，這件事情本身的時候，就已經是某個意義下

書寫的概念，書寫可能不是指是文字上面的書寫而已，而是用某一個方式要去說明或是要去記載要去

銘刻那個本來不存在這件事情，當你要把他顯現出來的時候，他可能某種意義上就是書寫了，我的理

解上他可能是這樣。所以他說把這一些本來可能不是以在場的方式但是卻要把他外顯出來所有活動，

不管是書寫還是言說活動，當要把這些所有不在場的東西以某種方式讓他表現出來的時候，這個東西

就叫痕跡。德希達到這裡開始推論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論索緒爾所說的語言還是現在你所排斥的文字

可以確定圖像方式，銘刻下來文字這件事情，都是作為痕跡，作為痕跡的意義就進到德希達想要談的

是，痕跡說明一件事它不會有任何的確定的固定的起源，因為你沒有辦法在痕跡上面去追尋說他到底

一開始是怎麼樣，因為痕跡是你看的見的，可是你又看他模模糊糊的，你看似好像知道它是什麼，可

是它可能又不太清楚，或是你好像知道它存在，可是你可能又不能確定它是一種方式存在，那就是痕

跡的概念。它其實就是一個刪除線的概念，就好像讀本上面它把一個是打一個叉叉，這就是一個刪除

線跟痕跡的概念，到底這個是還是不是，你不能確定，它到底是以什麼方式存在，或是它是被什麼方

式在這裡的，我們也都不太曉得，所以在這裡就開始帶入他想要談痕跡的概念，所有的再現的、銘刻

的，不管從語言還是文字還是圖像所留下來的一些東西，都是痕跡的概念。所以他說：「書寫概念的本

身就已經包含了指定痕跡的要求，這是構成所有意義系統的可能性」，他的意思就是說書寫本身這件事

情，就已經是進行的這件事情，就是痕跡的這件事情，因為有痕跡，因此不論語言還是各種的儀式還

是各種的活動本身，它就已經是這些意義之所以能夠有共同性的，那些原因就是因為有共同的痕跡，

而這個痕跡他不會只屬於某一方，它也不會只有單一的特定的起源，它就是讓所有事情在這裡的可能

性都存在，這就是一個痕跡的概念，它可能既是又不是，可是你又不能說它不存在。因為以往的傳統

哲學裡面，只能談在場或缺席，像柏拉圖一樣強調不在場的或者只能像當代科學性只談在場的，德希

達要告訴你這些東西都不應該是二分的，這些東西同時既在又不在的，我才說他是要挑戰整個傳統形

上學的只有單一起源的概念，挑戰傳統形上學二分的概念，不管最後是徹重於缺席那一方還是徹重於

在場這方，德希達認為這種二元性都不應該存在。所以他說痕跡構成了所有的意義有可能發生的可能

性，痕跡是世界起源不可還原的缺席，這就是我剛才想跟各位聊的痕跡，痕跡就是你沒有辦法知道它

明確的東西是什麼，它沒有辦法讓你找到一個很明確的是或非，他永遠都是在一個居間或是說皆是亦

非（ambiguïté / ambiguity）的狀態，那個就是痕跡的概念，所以它沒有辦法還原，因為沒有辦法說它是

缺席或是它是在場，沒有辦法這樣說，因為你沒有辦法說它是缺席或是它是在場，所以根本也就無從

還原這件事情，還原本來是因為相信它的固定起源，因此能夠還原，可是它一直不斷的有各種可能性，

不斷的延異的，所以沒有辦法談它最終的起源是什麼，所以它變成是一種不可還原，因為它無法進入

到整個二元體系，也無法進入到一元體系，它就是混沌或是含糊性，沒有辦法還原它最終是什麼，也

就避免了傳統形上學單一起源的暴力。因此痕跡就避免了由書寫的科學概念，這當然就是針對索緒爾

的那件事情，由書寫的概念所替代形上學公式，當然就是指替代了柏拉圖以降所談的傳統形上學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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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德希達用痕跡概念解消整個他要處理的傳統形上學對我們當代所造成的困擾，要嘛就是二元，

二元裡面還只能選，要嘛站在在場這邊，或者站在缺席的這邊。痕跡的概念也解決了，如果我們能夠

談某一種在場或是缺席，我們好像可以追溯到某一種單一的固定起源。可是德希達說這種能夠追尋到

單一固定起源是另外一種形式的暴力，他就用痕跡來談這件事情，痕跡是什麼呢？痕跡就是無限性的

生成過程，你可以在上面抹除。想到一個好例子，最近中山因為塗鴉的事情，社科院的 2 個塗鴉被塗

掉了，可是當你們去看社科院那 2 個被塗掉的塗鴉，你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痕跡，包括它可能曾經有

點白色油漆的痕跡，他為了要把塗鴉塗上去，清洗牆面的痕跡，牆面痕跡跟原本橘色牆的痕跡不太一

樣，他去洗塗鴉的這件事情，又讓塗上塗鴉的這一塊牆面和其他可能沒有塗到，但是有清洗到的牆面

不一樣，光是這個塗鴉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痕跡在上面，那個痕跡就是一個無限生成的過程，現在有人

再把它塗上去，假設文學院現在的塗鴉沒有被塗掉，那有人在把他塗上去，再有人把他抹去一點點，

它就是一個無限的過程，所以痕跡或是塗鴉告訴我們說它曾經是什麼樣子，但又被加上什麼力量，又

改變成什麼，它有各種的可能性，不會是單一的意義，沒有辦法去判斷它是什麼，譬如我剛才說的社

科院塗鴉痕跡，它沒有塗鴉嗎？不會，你看的出來他曾經有過塗鴉，否則不會有那一塊比較洗得乾淨

的那一塊，你說它存在嗎？它已經不存在了，因為上面就是已經沒有畫像，你知道它曾經存在，它就

是一個無動機的、無目的的、無限性的生成過程，德希達才要說索緒爾未曾說出的東西，既沒有符號

也沒有記號，只有這一切生成過程，德希達就把語言跟文字同時納入了整個痕跡的系統裡面。德希達

說：「我們應該將痕跡的無目的性理解為一種活動，不是一種狀態，而是一種能動的運動，它是能動性，

去理解它的去動機」，第 51 頁第三行。不用把痕跡理解為一種狀態，我剛才說的，中山的塗鴉牆一樣，

不用把塗鴉牆理解成現在已經沒有的或是曾經有的狀態，可以把他理解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可以看出

來那個地方曾經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那個過程是怎麼樣，所以沒有辦法把它理解成固定結構，沒有辦

法把它理解成它到底是一種二元的在還是不在，還是是一種語言的固定性還是任意性，都沒有辦法去

用這種方式理解。它沒有固定的結構，痕跡不僅是起源的消失，也意味著起源未消失，都是德希達非

常慣性的玩法，沒有辦法去判斷，無從判斷、無從區辨，因為痕跡沒有固定起源，所以沒有辦法說它消

失，也沒有辦法說它沒有消失，因為消失就是表示有「在」跟「不在」的二元邏輯，可是痕跡它既在且

不在，這是德希達很喜歡玩的玩法，只有通過反過來，來說一個非起源，沒有辦法說它有固定起源，當

這麼做的時候，才有辦法說痕跡是什麼，它就是沒有固定起源、就是一個動態、是一個既是又不是，所

以沒有辦法去說它是什麼，只能說它沒有固定樣態、沒有固定結構，不是一個起源。 

我就是用一個比較沒有順序的方式、摘要的方式，跟各位介紹德希達是怎麼去批判，或是怎麼去

解讀索緒爾的語言學。他怎麼樣透過索緒爾的語言學的解讀，說明或是把它引入到德希達自己的痕跡

的邏輯，因此他就把他自己所想要談的語言，也就是說不是索緒爾語音學下或語言學下的語言，他自

己要談的語言是什麼，當然就是我跟各位講的，德希達其實就是想要把語言跟文字同時都視為不過就

是一個元文字，或是元書寫的一種符號系統而已，或是中介而已，德希達要說的是不管是語言還是文

字都是元書寫的紀錄而已，而且它們都是某一種痕跡而已。所以他說；「痕跡取消了語音實體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以往就是把語音覺得他是固定的體系，固定的內容，一套完整的東西，差異就是語音實體的

還原，純粹的痕跡就是延異」。這概念就是說德希達受海德格影響很深，在海德格哲學裡面，一直想要

縫合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把存在跟存在者或是說此在跟此有，把它縫合在一起，這當然就是已經解消了

傳統形上學那種二元對立，他希望這二者，所以他會把 Dasein（此在），他算是一個存在者，可是他也

是存有在人的世界活動中的顯現，有點像人被附身，或是說被投影在人身上的某一種無限性的東西，

透過人的身體作為中介，透過人在這世界上活動，因此存有顯現它自己。換句話說，這個不存在的東

西沒有辦法顯現自身，它必須透過附身或投影在人身上，透過人的活動顯現它自身，海德格是用這一

套縫合了傳統的在場跟缺席或是現實跟理型的二元性。德希達不太同意海德格的做法，這種縫合還是

看起來像是回到某一種統一性，在世存有看起來像是某一種統一性，可是實際上他還是一樣可以區分



 28 

出來，我這個所謂的此在最後所要歸依的或是最後所顯現出來的還是一樣是存有，所以看似是一個統

一的狀態，而實際上還是一個我被他者或是更大的無限性給投影的。所以德希達要做的工作是他讓這

二者不可區分，沒有什麼存在走向存有或者是什麼存有透過存在顯現，他認為沒有這件事情，所有東

西就還是一樣無可區分。德希達跟海德格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必須永遠保持這種間性，意義是在因此讓

間性本身成為一種空間，這種空間才讓所有事情都可以在這邊發生各種變化，而不會只是誰朝向誰或

是誰附身在誰身上，而各種變化讓人無從找到一個絕對的單一起源，因為我們說海德格哲學是說存在

必須朝往存有，所以是存有某個意義上還是實際支配著存在怎麼表現，可是對於德希達來說不是這樣

子的，人還是必須保持存有跟存在之間的間性或是在場跟缺席的間性，這種間性會出現一種空間，而

這種空間本身才會讓各種事物的發生、各種事物的變化有可能性，就沒有辦法去區分誰是起源、誰是

頭、誰是主宰，都不是，永遠都在這裡面有各種的可能性，這是德希達從哲學角度跟海德格不一樣，所

以他才說他要做的事情是保持延異、差異性，差異性的出現，因此他說痕跡是延異，就是各種可能性

都會在這裡，再次發生。所以還是回到我剛才舉的塗鴉牆例子，同樣是那面牆，可以塗上去再把它抹

掉，不會曉得一開始是什麼樣子，所以他說聲音印象就我剛才說的，對德希達來說不是只有文字才是

圖像，包括聲音，索緒爾也是說我們之所以可以理解一個概念是因為我們聽那個聲音之後會有圖像，

所以他說聲音圖像也是一種能指，我們是聽到某種聲響，開始會產生某種印象，所以我們會認識這個

事物，但是聽到聲響的過程和這個世界上真正的聲響的順序其實不太一樣。這個還是一樣剛才跟各位

聊到研討會鈴聲的例子，現在不是研討會，現在不採按鈴，因為一聽到按鈴你就會緊張，你開始有一

個影像，好像快結束，好像我講太多......，對於德希達來說聽到聲音，人會產生圖像，聲音本身就會產

生一個圖像，而不是只有文字才有圖像，聽到聲音就會有各種的想像，他說可是真正的聲音是這個場

合裏面有非常非常多各種不同聲音是同時存在的，只是因為這些聲音對人來說開始出現某種體系意義

了，這些聲音感覺好像特別的清晰或是在排序上變成是先優位，可是其實不是的，這些東西都是同時

存在在一個空間裡面，所以人因為一個產生的聲音的圖像以至於會產生某一種聲音上面出現的序位，

在所謂真實的世界裡面，從來沒有這種序位的。德希達因此用這種方式來否定索緒爾說的因為文字有

圖像，所以文字是次於聲音的，因為索緒爾認為聲音沒有圖像，德希達說不是，聲音也會有圖像，人是

透過聲音產生的圖像來進行對聲音的排序，所以德希達要講的就是說索緒爾矛盾了，你把聲音認為是

沒有圖像的，文字認為是有圖像的，所以文字這種固定性的東西，文字會取代了聲音。可是索緒爾卻

要講的是說聲音的順序完全不同於真實的聲響的秩序，因為人產生了一個聲音印象，才會有這個東西。

所以德希達在後面就說，痕跡事實上是一般意義上的絕對起源，他的意思是說，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

絕對起源，因為起源我們說是有一個單一的固定的絕對性，但是對德希達來說什麼東西叫絕對起源，

差異就是絕對起源，沒有在場/不在場，而絕對起源所有進行的過程，它所進行的運動都會成為一種痕

跡，聲音跟文字本身不過就都是對於差異的符號化或是差異的再現、差異的銘刻而已，聲音跟文字沒

有二意，它們沒有什麼差別，延異展開了顯現跟意義的活動，由於痕跡所以它是先於聲響，先於光，先

於印記，先於劃分，我們還有理由去說聲音因此先於文字嗎？也許就沒有了，因為它們不過都是差異

痕跡下所表現出來的再現或是各種活動。 

最後一點就講德希達在後面第 70 頁左右談的工作，我剛才跟各位聊到差異，他說這是一種裂隙，

對德希達來說他要維持的工作是保持裂隙的存在，不是說繼續維持這種二分，而是因為這種裂隙的存

在才讓這個模糊的空間本身存在，才讓二分不再可能。本文最終目的是要我們對親近性、直接性、在

場的理解成為謎樣的，他可能是藉海德格概念，我先解釋一下謎樣的概念，跟海德格所要談的謎或是

深淵的概念是一樣的，它是無限的可能性，它是不可化約不可區分的狀態，可是在我們現代科學或是

傳統形上學裡面就是要某一種明確的可理解的東西，我們把 2 個看似相近的東西放在一起，譬如說 A

等於 B 的直接性變成是容易理解的，可是德希達的解構要做的工作是他讓 A 跟 B 永遠是漫延的狀態，

當 A 也是一種漫延的狀態，B 也是一種漫延的狀態，就再也無從說，A 等於 B 或是 A 非 B，因為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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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都是一個漫延的狀態。例如家庭是一男一女組合，家庭等於一男一女，A 的家庭有太多可能性，可

能是以游牧為家也是一種家，隔代教養也可能是一個家，像小甜甜住在孤兒院也是一個家，它不一定

得要是我們理解上某一種家的概念，它是一個可以有各種可能性的，撒播或離散的概念。一男一女也

是一樣，男女的性別認同也是有各種的可能性，當把 A 等於 B 的相關直接性都讓它離散成為一種謎樣

的時候，成為一種深淵的時候，根本無從去談 A 等於 B，不可能是我們只能以特定的方式理解這樣的

事情。所以他才說本文最終目的是要讓直接性對於在場的理解，因為在場的理解就是最化約的理解，

我們對某些事情的直接性的認識就是化約性的理解，家庭等於一男一女，這是一個最化約式的理解。

所以德希達的解構工作是要讓這些事情變成一個謎樣的工作，這些東西都是作為某痕跡的存在，以至

於才可以根據這些已在但又消失的東西繼續往下說。說到痕跡有一個例子可以舉，譬如我們在讀一樣

是德希達這個文本，文本本身就有一個痕跡，在座 2、30 個人會各自從不同的脈絡去理解德希達現在

這篇文本所說的，譬如說我是念哲學的，我所根據他讀到謎樣的痕跡，我說的就是海德格意義下或是

繼承著海德格意義下的德希達所說的，那個痕跡、那個謎樣；你們假設不是念哲學的，可能把謎這個

概念直接想說他可能是魔幻的或是猜謎的，這個就是痕跡的概念。也就是說，它會讓你看見但它卻可

能導向各種沒有預料到、不曾出現的可能性。譬如說德希達這文本也是一個痕跡，可是我們卻讓它也

成了某一種謎樣的深淵，各自會朝著不同的方向去解讀了，看到的是德希達的文字但是它卻既在又不

在，我們看謎樣這個字看起來謎好像是一個在，可是它其實已經發散到不在去了，可以這樣講，對這

種在場的解構就是要通過對意識的解構，因此它是通過不可還原的痕跡來實現，元書寫是什麼呢？就

是言說最初的可能性，也是狹義上的寫，因為這個 graphie 他跟 writing 又不太一樣，writing 可以寫下

來，graphie 不一定是用文字記錄，所以我把它說是一個寫的概念，當可以被記錄下來，從柏拉圖到索

緒爾其實都是認為書寫、記錄是僭越的延伸力，可是對於德希達來說元書寫不論是語言或是寫，對於

元書寫的紀錄而已，就是一個痕跡，所以他說這種痕跡是最初一般性、外觀性、外在性的開端，是生與

死、內與外的神祕關係。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痕跡就是一種元書寫，而所謂元書寫就是差異，而所有

差異就是所有一切的開端，所以他要講的就是所有的開端就是差異，對於德希達來說就是這樣，那個

差異本身不是為了去重新地進行二分，而是當你看到一件事情作為痕跡存在的時候，他就會有另外一

個指向。就好比我剛才說的，看到德希達同樣的一個字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同樣會在這個字的痕跡會

引到他處去，這個就是一個差異，這就是一切所有意義能夠生成的起初，否則我們不可能有其他更多

意義了，如果一個概念不能被引導到他處的時候，我們就不可能再生出更多意義了。他還說差異就是

意義之所以能夠生的地方，所以我們必須維持這個差異的存在，這個間性的存在，我們才有辦法讓意

義在這邊不斷地生成。所以在最後他還說，我們甚至不該將痕跡的在場和缺席稱他叫模糊性，因為我

們一直說，德希達的哲學其實常常被批評你在說什麼都聽不清楚，德希達要講的就是說，你甚至不能

說這種模糊性是你搞不清楚到底是什麼，而我要說的就是他的哲學就是要維持這種模糊性，這種差異，

這種讓人無可區分，所以沒有辦法用在場、不在場來區分哲學或是區分傳統形上學，因為德希達要維

持這種間性、這種差異、這種模糊性，這其實是一種遊戲，包含了文字、精神、肉體、靈魂以及一切所

有我們認為被二元區分的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就是一個在間性裡面所進行的遊戲，它沒有像現在科學

性所要談那種內在性的本質性的規則，它也沒有一定要朝往某一些固定的東西，或是說作為某一種在

場的方式出現。對德希達來說痕跡本身就是他要的，它可能像在場的又不在場的。我介紹了德希達怎

麼拆解索緒爾，我還是回到剛才一開始跟各位聊的是說，這個 1967 年的著作，德希達之所以針對李維

史陀、索緒爾跟盧梭，他一直要挑戰原初概念，一個固定起源的概念，因為像李維史陀的作法是他去

一個我們沒有去過的部落，那個部落裡面我們會找到人類行為的原初，或是說盧梭他去想像一個人類

在進入所謂社會契約文明之前的一個自然狀態，那是一個原初起源。索緒爾也是一樣，索緒爾所預設

的原初起源，就是語言本身是一個最接近我們一開始人類活動溝通的最原初的狀態，當人把語言用文

字固定下來的時候，人就已經背離了當初語言的起源，所以索緒爾要去談語言的起源。德希達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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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用痕跡的概念說明，不論是語言還是文字都是一種元書寫，都造成了各種各樣的差異的可能性，

包括德希達說如果在索緒爾語音學脈絡下的語言學，語言本身都會死掉，因為它不會是一個活生生的

語言，因為它就是一個能指，是符號聲音跟邏各斯的統一體，沒有其他可能性，如果索緒爾要維持語

言本身也具有活生生的語言，應該像德希達要說的，把語言當成是一個痕跡，也是某一種元書寫的痕

跡而已，所以它才會有被讀到其他面向的可能性。所以德希達最後用痕跡概念拆解索緒爾的文章，因

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談聲音，對德希達來說，聲音一開始出現的時候，它的意義就已經發散了，一開

始就已經是聚集在我們所存在的各種空間裡面，譬如當人聽到一個音的時候，都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

當人聽到一個音，可以懂它的時候，不見得跟音本身是相同意義。就好比我一直舉按鈴的例子，按鈴

的音本身有各種可能性，可是人可以把它理解為固定的東西的時候，它就已經跟音本身是分離的狀態，

或是當我聽到拉，它其實已經跟拉這個音本身是一種分離的狀態，所以德希達在這邊一直用聲音本身

也是一種痕跡，也是一種差異，來說明文字並不輸於聲音，文字也不是對於聲音的僭越，而是它們彼

此都是在一種差異的狀態裡面，彼此都有各種延異的可能性，我就大致先聊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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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聲音、正義與公共性 

導讀人：邱彥彬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主持人：蔡振興教授(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日期：106 月 5 月 13 日星期六 

地點：臺師大誠七樓英語學系專題討論室 

研讀主題：聲音、正義與公共性文字稿 

書名：Cavarero, Adriana. For More Than One Voice: Toward a Philosophy of Vocal Express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範圍：Cavarero, Adriana. For More Than One Voice: Toward a Philosophy of Vocal Expression. P.165-212 

 

首先非常感謝各位老師在百忙之中能夠抽空到這邊來聽我們今天的演講，今天要講的作者大家或

許有一點陌生，她就是 Adriana Cavarero，這個人是義大利的女性哲學家，她在女性主義上的耕耘也是

非常有名，我們知道最近義大利的學者其實慢慢好像變得非常重要，我們今天要讀的這本書內容有一

點複雜，換句話說這本書大家一開始會覺得文字很簡單，可是裡面的思想有一點迂迴繚繞，有一點像

迷宮一樣，所以我們需要大師的指導，我們今天特別請到邱彥彬邱教授來幫我們解盲，邱教授是比較

文學的理事，他也是台灣人文協會的理事，他是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我們一定可以這樣說，我們來

看他的著作其實是蠻豐富的，我們知道他是一個相當好的學者，他從以前的文章到現在文章我簡單念

一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的學術生命力，他寫過我有一件襯衫，他的標題叫在「我可以有一件襯衫」

之後：論生命政治的失能與裸命的大能，第二花鼠仔的民族主義，第三意識形態批判之必要，第四再

讀一次也可以：玉音放送的聲音與技術政治學，他最近也幫淡江評論編了一個 special issue 叫做

Problematizing East Asia: Theory and Engagement，我們從邱教授的學術表現知道他對於文學跟政治之間

的關係研究的非常棒，我們上網的話可以看到邱教授在政大所教的課也非常棒，比如說法蘭克福學派

研究、班雅民研究、傅科研究、生命政治研究、現代性研究，換句話說邱教授每天都在研究他的研究，

可能也沒有很多時間休息，我們很清楚邱老師對整個文學跟政治的關係其實研究的非常透徹，康德寫

了三大批判，純粹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實踐理性批判，我想邱教授對政治的批判一定可以補充康

德這三大批判的不足，我們今天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邱教授為我們解答，謝謝。 

 

非常感謝蔡理事長，很辛苦地籌備這一系列的讀書會，我也很榮幸受邀來擔任這這本書的導讀，

就像剛剛理事長說的那樣，這本書看起來看似簡單，thesis 很清楚，可是裡面的論證卻是有非常獨特的

取徑與開展。我今天的導讀聚焦在這本書的第三部分，主題是聲音與政治，在待會的導讀裡，我會先

將作者的論點根據我自己建立的脈絡做一簡單的耙梳整理，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開展一些對於相關議題

的反省批判。我先概略談談我對這本書的感覺。我個人非常喜歡它從形上學的角度切入，把身體視為

一個本體來談聲音的問題。從現在許多主流理論的角度來看，將身體視為本體的預設當然可能引發一

些理論性的質疑，但作者對於問題的展開是饒富深意的。基本上，作者談聲音，他並不是從 sound、甚

至也不是從 voice 的角度來把握，而是去談 Resonance、也就是共振的問題。待會提到視覺跟聽覺的差

異時，共振與否就是這兩種知覺形構的分野所在。從作者的角度來看，聲音基本上就是波。比如說人

聲，主要是經由人的發聲器官，在身體的各種腔室中產生共鳴共振而發出來的聲音，在聲音發出後，

聲波在行進與擴散間，也會與環境中的各種大小物件遭遇、碰撞，進而引發各式各樣的共振，被另外

一隻耳朵捕捉到的聲音，基本上就是這一連串共振下的結果。比如說，我們不管是聽一個人說話，或

是聽任何重播系統所放出來音樂，通通都不是直接音，甚至用耳道式耳機來聽音樂聽到的也不是直接

從播放器中放出來的聲音，因為不管是在聲音入耳之前或之後，在聲音的發出、播散、與接受的這整

個過程中所發生的，就是一連串共時的、歷時的、難以計數的、各式各樣的共振。從共振的角度切入來



 32 

把握聲音的問題，從中可以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便是聲音本身的關係性，這正是聲音與影像、視覺與

聽覺最大的差異所在。我們聽到的聲音，基本上都不是音波循著某條特定的單行道，從一個單一的發

聲源頭進入另一個聲音接受體的結果。在音波擴散的過程當中，不管是打到聆聽環境中的牆壁、書本、

地毯、甚或是聆聽者，聲波都會因為因為隨機而生的共振而改變波形，進而在共振的增補下，聲音的

質底也會不斷產生變化空間都會產生共振。從聲音傳遞的特性來看，共振的發生正是聽覺與視覺最大

的差異所在，說共振是增補也好，干擾也好，這樣的物理現象在視覺中從來就不是決定影像質底的關

鍵因素。這本的論述進路，就是從這個聲音的特殊性─共振、或用哲學術語來說，「關係性」─為出發

點來展開的。 

我們可以簡單地說，沒有共振就沒有聲音，繼而在聲音的聲學物理基礎上，作者開展出一個哲學

向度，主張西方形上學中的視覺中心主義（ocularcentrism）,不只是在認識論上貶抑聲音的重要性，在

高舉視覺的非共振主義的同時，聲音特有的「關係性」也進入了一個系統性的壓抑與遺忘過程。本書

中反覆探討 devocalization of logos 的概念，簡單講，就是在聲音與語義的形上學戰場上，語義如何透過

順時性的 speech，藉由口說的傳意功能，弔詭地壓倒聲音、解消聲音的過程，隨著這個過程的展開，聲

音中特有的關係性也跟著為形上學所埋沒。本書的作者從共振的角度來理解、定位聲音，除了在哲學

的戰場上與西方形上學一決高下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目的在於把「關係性」的政治意涵從形上學的廢

墟中拯救出來。我今天的導讀，主要是聚焦在這本書的第三部分：Politics of Voices。作者批評西方形上

學的 devocalization 傾向，不只是哲學上的論辯而已，在整個同西方形上學對決的背後，隱含了一組作

者急欲解決的政治問題。作者在本書的第三部分清楚地提出了她的政治方案─其中包含了問題意識的

源起、問題的提出（formulation）、以及可能的解決進路等等，都在本書的第三部分中得到清楚的闡發。

所謂的政治方案，並不是解決現實政治問題的政策，而是一種關於「關係性」的哲學思考方法。就這一

點我先從作者根本的意識問題緣由說起。自法國大革命以降，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個體如何連結起來

是一個需要迫切處理的問題，思考切入的角度也非常多。本書的作者認為，真正的 bond，依賴的並不

是意識形態的召喚所凝聚起來的連結，它強調的是情感。但在群體裡面、個體之間怎麼樣去建立情感

連結為何會成為一個問題呢？簡單講，作者認為從法國大革命以來，一直到 21 世紀，她覺得，不管是

在哲學上或政治是，任何有關連結的設想都是失敗的。比如說，民族國家本身是一個矛盾的概念，長

期以來，民族國家一直試圖透過「民族」的概念，在個別獨立的政治個體（self-sufficient individuals）

之間，建立起「國家」概念無法提供的情感連帶（bond），不管從理論或是實際的結果來看，這都是一

個失敗的政治方案，主要的原因在於，以互補的方式和國家概念高度連結的民族概念，本身即帶有太

強的「領域」意涵（territorial），最終讓民族國家成為一個 Esposito 所批評的「免疫共同體」，明顯違背

了「民族」概念所許諾的「普遍性」。面對民族國家的政治失敗，作為「解疆域」最大推手的全球化現

象是否代表了一個重建情感連帶的新契機，一處得以滋養「普遍性」的新平台？在全球化的進程中，

世界的政治格局越來越呈現一種兩極化的狀態，一方面，超國家組織的出現與跨國資本的流通，造成

民族國家的疆界不斷消解，另一方面，比民族國家的層次低一位階的 local 的力量也同時重新凝聚起來

了，其表現形式便是 Cavarero 所講的 tribal nationalism。Tribal nationalism 是一種有別於民族國家內部

醞釀、鼓吹的 nationalism，可說是在氏族政治再興的返祖現象下，產生的一種反民族的民族主義。全球

化的政治格局大抵就在超國家與 localism 這兩股離心 vs.認同的力量的拉鋸下成形。不管是超國家組織

或是 tribal nationalism，其結果都跟以民族國家為基底的民族主義一樣，無法讓個體之間進行有效的情

感連結。Cavarero 在這本書中企圖完成的，便是透過對於聲音與「關係性」的重新考掘，在 bonding 的

議題上，思考超克全球 vs.在地此一對立格局的可能性。”challenge the identificatory pretenses of the local, 

rather than counting on the universalizing promises of the global”是這本書的根本意圖，一方面批判全球概

念鼓吹的離心力，一方面挑戰作為返全球的 tribal nationalism，重新檢視在 local 的概念中夾帶的

identificatory pretenses。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並沒有輕易放棄 local 的概念，所以她在這本書的末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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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 local 的概念，試圖重新形塑被 tribal nationalism 染指已久的 localism。 

為了清理哲學的戰場，重新思索 bonding 的可能出路，作者從檢討哈伯馬斯的溝通理性著手，藉此

帶出西方形上學中 devocalization 的哲學慣性，企圖從中析辨出「關係性」的可能進路。表面上看來，

哈伯馬斯與 Cavarero 有同樣的擔憂，認為用民族的概念來建立國家內部的情感連帶注定徒勞無功。為

了替代無效的民族概念，哈伯馬斯提出溝通理性來作為建立連帶的另類方案。但 Cavarero 認為用溝通

理性來取代民族的概念是有問題的，一個關鍵的原因在於對語言功能的設想上。Cavarero 說，”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t is in fact language itself that communicates itself, by binding the speakers 

to its rules”，所謂的理性溝通，兩造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完全不受任何外於理性的外部規範所箝制，但事

實上，Cavarero 認為這樣的溝通其實帶有相當高程度的強制性。試想，在理性溝通的情境下到底是誰

在說話？Cavarero 認為說話的並不溝通者本人，而是語言在說話，在溝通的同時，說話者同時牢牢被

語言的 rule 所規範，有時 Cavarero 甚至用上了 discipline 這個字，強調溝通理性的規範性，甚至他的規

範性不會比後來 nation 弱，這正是 Cavarero 在思考 bonding 的問題時，必須先告別哈伯馬斯的一大原

因。哈伯馬斯最大的問題，在於溝通理性的概念與語言程序建立了一套 economy of the One，這裡的 One

代表了一種同質的狀態，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同質性是高度的規範力介入形塑的結果。假如溝通是一

種遊戲，speaker 不過是在賽局裡面遵循著遊戲規則來玩的一個人而已，實質上在玩遊戲其實是遊戲本

身。在溝通理性的規範主導下，Cavarero 認為在溝通的兩造之間並不存在著 in between，意思是溝通者

彼此之間的空間並沒有被打開，因為沒有人在溝通，因為真正講話的事實上就只有統合一切的 language。

in between 是 Cavarero 整本書裡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跟「關係性」一樣，都是從聲波共振的物理現象中

提煉出來的哲學概念。哈伯馬斯的溝通理性弔詭地造成溝通空間─或講得更精確一點，溝通「之間」

─的關閉，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忽略了 the priority of the who with respect to the what。透過對哈伯馬

斯的批評，Cavarero 把思索的重點重新擺回講話者身上，讓原本在溝通理性的規範下缺席的講話者重

新歸位，因而提出了 The primacy of Saying over the Said 的反形上學原理。 

事實上，講話者的缺席，或更進一步延伸至聲音的缺席，Cavarero 認為這並不是哈伯馬斯獨有的

問題，而是整個西方形上學的基本預設與必然導向的結論。Cavarero 在書中不斷提到 phone semantik，

語義的聲音的概念，將之視為是西方形上學的核心支柱。在這裡，phone 是名詞，semantik 是用來 qualify

聲音的形容詞，意味著這個 phone 不是一般的 phone，不是一般的聲音。Cavarero 認為，整個西方形上

學就是在 semantik 與 phone 的拉鋸爭戰中展開，semantik 的最後勝出，一個重要的結果就是聲音不再

是聲音，而是變成了被 semantik 所框限、剪裁的聲音，換句話說，也就是變成了被滅掉聲音的聲音

（devocalized voice）。Cavarero 認為，在西方形上學的發展中，semantik 與 phone 之間的長年拉鋸產生

了兩種發展趨向，一個傾向於 phone，一個傾向於 semantik，與靈魂的自我對話趨向於前者，但一旦藉

由話語將與靈魂的內部對話說出來，voice 變成了乘載語義的載體，在以 speech 為形式的話語中遭到了

消音，在這邊， phone semantik 就是 speech，semantik 與 phone 之間的拉鋸至此勝負已定，voice 與 

signification 之間的戰鬥，在西方形上學介入下宣告 voice 的出局。Cavarero 在這本書裡舉了許多

signification 完勝的例子。譬如說，在西方形上學的框架之下，吹笛子的人通常是被當成惡徒來呈現。

笛子、或其它的木管樂器發出的聲音帶有高度的渲染力與誘惑性，這樣的誘惑是邪惡的，因為木管是

用吹的，必須藉助氣息來發聲，跟肉聲具有同樣的發聲原理，所以必須以道德的規範使其邊緣化、甚

至是逼迫它噤聲。有關創世紀的記述，後來的希臘文聖經跟早年的希伯來聖經不同之處，也是在於氣

息的消失。在西方古典音樂的發展史中，木管樂器跟弦樂器到底能不能搭配在一起進行合奏，永遠是

很大的爭議。木管樂器與弦樂器不僅是在音色、音高上面很難彼此協調，西方形上學對於聲音的偏見，

更是讓木管樂器變成破壞和協合奏的一隻大黑羊。從這個角度來看，Mozart 在晚期的鋼琴協奏曲中突

破了技術障礙，成功將木管樂器融入弦樂的合奏，這不僅是作曲技巧的大躍進，同時也是超越了形上

學框架的革命性表現。 



 34 

回到西方形上學的框架，聲音不僅在語義面前伏首稱臣，相對於視覺，聽覺一樣被視為不具備思

想功能、甚至是可能干擾思想正常運作的一大亂源。Cavarero 認為西方形上學一向強調 the centrality of 

thinking with respect to speaking。在視覺中心主義下，思想與視覺之間一向保持著良好的協作、或是相

互比擬的關係。為了建立視覺與思想的自然連結，西方形上學經常強調視覺與聽覺的差異。譬如說，

人一張開眼睛，可以透過視覺在剎那之間把所看到所有東西都含納視野當中，把每一個你所看到的東

西，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個一個互不干擾地各自合理安置在視野的平面上，透視法的技巧便是透過幾

何學企圖複製視覺在人的視野中所做的理性安派。但聽覺就不是這麼理性了。比如說西方的複音音樂，

其中有至少兩個聲部同時進行，同時進行就會有干擾，你如何樂曲行進間分辨交織纏繞的兩個聲部，

對任何的聆聽者都是一大考驗，相較之下，視覺在這一點上面就大概沒什麼問題，不管有多少東西同

時進入視野，一一去 identify 他们對大多數人而言都不難做到，這正是思想/視覺與聽覺最大的差異所

在，因此”Thinking and speaking are rather different activities，in a single stroke and assembles its objects in 

an eternal present”─思想/視覺把客體固定於永恆的瞬間，但聲音是交織的、是流動的，永遠沒有停格的

可能性。 

此外，視覺跟聽覺另一個大不同就是客體的問題。就視覺而言，我們並不是因為物件朝眼睛射出

光線才讓我們看到它，因此人的眼睛不只不能說是物件影像的接收體，眼睛甚至可以 organize 你所看

到的東西，視覺出現障礙的時候，人會看到或感覺到不太一樣的東西，這是因為眼睛出現了不同的

organize 物件的法則，因此，在視覺的領域裡，視覺主體與客體的關係很容易就得到了確立，思想也是

如此，因為在西方形上學中，整個視覺中心主義的核心就是將思想的對象視為視覺化的客體。但聽覺

就不同了。聲波的傳導是鋪天蓋地而來，縱使有可確定的發聲來源，但聲音就是這樣直直撲過來，穿

透性與傳導力強到不想聽到都不行。不想看到髒東西，只要閉上眼睛把視覺客體阻絕在視野之外就可

以一了百了，但聽覺是被動的，耳朵並沒有內建一個像是眼皮一樣可以隔絕聲音的裝置，導致人只能

任憑聲音穿透，因此，聲音也不可能是聽覺「主體」可以操控、組織的物件，因此我們可以說，聽覺沒

有客體。 

我們可以說，聲音的物理性質瓦解的西方形上學的主客關係，從中開展出一個被西方形上學壓制、

遺忘的「之間」。而這個「之間」所帶有的「關係性」，就是 Cavarero 試圖超越超國家和 tribal nationalism

的框架，重新探尋一個另類的情感連結的起點與基礎。一個必須注意的重點是，Cavarero 在書裡談的

不是關係而是關係性，她強調的不是兩造的關係，而是在兩造「之間」的空間，也就是所謂的 in between。

聲音就是開啟這個空間的物理現象，聲波在發散的過程中，共振會把許多原本外於聲音的東西 involve

在聲音的體驗當中，因此聲音本身就帶有關係性，我剛剛講的根本問題意識他要去尋找在全球化年代

裡面政治共同體裡面情感連帶的問題，那他為什麼要從聲音去講，因為特別是在跟視覺比較起來之後，

聲音的高度發散性，本質上沒有所謂的聲音，只有共振，為什麼他要去思考它，因為共振裡面凸顯出

來 relation，自動把很多東西拉進來，對形上學裡面強調的視覺理性產生干擾，可以合理的去 orgnaize

出現在你視域裡面的東西，視覺是可以製造永恆的效果，回到西方形上學裡面特別是對於 logos 對於

speech 所謂滅音的行動，帶來的後果除了是把 thinking 或把 seeing 意會凌駕在聲音或者是 saying 行動

之上之外，一個相關的結果當然是 repression of echo and Resonance，echo 是神話裡面的 echo，Cavarero

怎麼去處理 echo 的問題，the devocalization of logos，It is, simply put, the repression of echo，echo 就是

聲音，這個聲音不太一樣，是回音，回音證明了聲音就是共振，devocalization 把聲音給滅掉了，被滅

掉是什麼意思呢？echo 是 acoustic repetition，not intentioned toward meaning，沒有意識，echo 去複述最

後的一句話或一個片段，是沒有意義的，並不想要透過複述傳達什麼樣的意識，假如西方形上學是不

斷 devocalize 的話，你在 echo 身上看到的有可能是某種潛力，他是要把 semantic 給取消掉，是沒意義

的，Through the fate of Echo, logos is stripped of language as a system of signification and is reduced to a pure 

vocalic，純粹變成聲音，Cavarero 對 pure vocalic 有意見，跟動物的聲音沒有差別，pure vocalic 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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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嬰兒的無意義的 cry 的聲音，yet this is not just any vocalic, but rather a vocalic that erases the semantic 

through repetition，強調 erases the semantic 當然沒什麼問題，現在是透過 repetition 來 erase，Echo is not 

so much a tragic figure of interdicted speech as she is a figure of a certain pleasure，重新定義，這裡面包含

了相當程度的 pleasure 在裡面，跟口腔是有關係的 pleasure，This pleasure in vocal repetition is not even 

perceived as compulsive，不能當作 compulsive，這個東西應該被視為 pleasure，rather, by evading the 

semantic，重點是當他 evade 到 semantic 的層次的時候，他回到聲音，在違反聲音的過程當中他重新發

現了 a time in which such pleasure was free from the very problem of this evasion，這好像是非常原初的

pleasure，echo that mobilizes the musical rhythm of language does not simply coincide with an infantile 

regression; it rediscovers, or remembers, the power of a voice that still resounds in logos，把西方形上學整個

所謂的 logos 也就是裡面所壓抑掉聲音的層次重新記起來了，本來在 logos 裡面聲音不斷在 speech 裡面

回響，後來的 devocalization 才讓 logos 變成無聲的 speech，我覺得還滿有意思，為什麼他要一直強調

是透過了 repetition 把 semantic 給 erase 掉，repetition 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我來講 repetition 意味著把他

設定就人的成長過程來看的話非常嬰兒時期的，跟他要去講的 relational 或是 resonance 是相關的，這

是一個前象徵期，還沒進入強調 signification 的象徵期，可是在前象徵期的狀態的時候語言是用不太一

樣的方式在進行，我一直覺得他在談 repetition 的時候是他整個書裡面非常不穩定的地方，裡面是有一

些可能性的，回到他的脈絡的時候，他在 echo 上面特別是 repetition 上面其實看到的是很獨特的聲音之

間的 in between 的狀態，特別是在 repetition 的時候聲音的獨特性更被彰顯出來，重點還是在 relational，

感覺它只是從 voice 的角度去談，重點是要打開中間的 in between，反對西方形上學的視覺中心走向，

因為在視覺中心主義的主導下，「之間」無法打開，因為這中間早就已經規劃好，就像是視域中的同質

性空間那樣，一旦這個空間在視覺經驗中被打開，勢必意味著視覺的失能與視覺經驗的混亂。聲音與

共振的概念有顛覆力的地方是在這裡，最後他提出 politics of the “absolute local”，什麼叫 absolute local？

他覺得你要去思考在全球化裡面所謂 bonding 的問題的時候，不能從 global 的角度切入，可能還是要

從 local 的角度來看，為什麼她不從 global 的角度來看，從 global 的角度來看不管走什麼樣的路徑都會

遇到障礙，另外一個 global 牽扯太多的是她也覺得非常麻煩的類似一些普遍主義式的說法，包含一個

全面性的同質性空間，大家在這個空間裡面規則都制定好了，大家在這個空間裡面就去玩這個空間裡

面可以玩的遊戲，她覺得沒有辦法打開新局面，反而覺得 local，local 他真的有可能去 local 到人與人

之間在說話的過程當中 in between 的狀態，甚至 local 到這麼小，當然因為他的 local 沒有直接限定他

是什麼，我自己本身覺得可能性還蠻多的，另外一個麻煩的 absolute，到底是什麼樣的意思？freed of the 

territoriality of place and from every dimension that roots it in a continuity，沒有疆域了，完全超越疆域的

有限性之上，不管你走到哪裡，那個地方就是 politics，你只要有 speech，你就是 politics of subject，

absolute local is thus the name of a taking-place of plitics that has no predefined borders, nor any fixed or sacred 

confines，沒有疆域性的不同於全球化裡面講的 global 去疆域化的狀態，這到底要怎麼理解 taking-place 

of politics？意思是政治並不是在事先制定好的或規畫好的場域當中發生，是哈伯馬斯的做法，taking-

place 當然是發生的意思，可是他也是去奪取了這個地方，這個地方本來是怎麼一回事我們不管，taking-

place of plitics 非常令人熟悉，從 Cavarero 的脈絡當中，所謂的 taking-place of plitics 就是發生在聲音事

件他所開啟的 in between 的狀態，當 in between 開啟的時候聲音會去進入到 unique 的狀態，卻會形成

複述的狀態，就是所謂的 plitics 的 taking-place，所以 taking-place of plitics 不是政治發生而是政治 as 

taking-place，掠奪了那個場域，thinking 的姿態直接發生，in between、relational 中間的空間要讓這樣的

東西發生，他覺得這個東西就叫 absolute local，雖然我們不是那麼確定可以用這樣的名字來稱呼他，為

什麼會由聲音的路徑去談政治？我們一開始所講的，一個哲學家思考現實問題的時候，必然抉擇哲學

的路徑，他有沒有想要解決問題？有，可是他依循的路徑不是提出一個有效的方案，他就用他的哲學

路徑去思考一些可能性，對她來講聲音也許帶出這樣的可能性，我大概先講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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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混沌、 藝術：論情動共振與音感魅誘 

導讀人：蔡淑惠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 

主持人：蔡振興教授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日期：106 年 6 月 3 日星期六 

地點：書林書店新生南路會議室 

書名：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範圍：Deleuze, Gilles.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Introduction, chapters 1 and 5  

Teresa Brennan 的專書《情動傳遞》（The Transmission of Affect）論及情動（Affect）是一種傳遞效

應，一種無聲遞送的情動力量，彼此之間無意識地相互回應，這無關童年或過往創傷經驗。而弦理論

（String Theory）運用量子物理結合相對論，更討論到宇宙空間的向度有十一個，況且不同客體相對 地

在距離遙遠處也可受彼此情動牽引而產生共振效應，這雖然部分在解說兩主體的心電感 應，但更在說

明人體身心（非）舒暢度也可能是外界客體在遠處產生情動共振，與內部創傷 無關，這更刷新傳統精

神分析理論不足之處，確實這現象與精神疾病無關。關於語聲 （Voice），可分為「聲音」 （Sound）、

「樂音」（Music）、「魅音」（Paranoiac Voice）；德勒茲 思想系列專書中，尤其在《批判與臨床的論文》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更討論到創 作者並不是用精神官能症在創作，但創作者若飽受精神病折

磨，譬如：鋼琴家舒曼（ROBERT SCHUMANN）的幻聽，也因為是其他因素造成，絕不是因為精神疾

病才讓人有創造力量。精神 病患者的內部騷動音，所謂的魅音，是臨近混沌（CHAOS），或者已被混

沌騷亂音質所惑，主 體已失去意志力的控制，無法清晰地進行邏輯理性思考。所謂混沌，是主體內構

的一處外 域，也是心智一個很曖昧場區，雖然無法簡易地對等於佛洛伊德所謂的潛意識，或者拉岡所 

謂的真實層，但唯一德勒茲對這混沌有異於佛洛伊德與拉岡的認知與解說。德勒茲與瓜塔里皆認為精

神病患者與創作者是不同的，前者是欲望機器處於毀壞狀態，但創作者卻是可突破 重圍，進而從混沌

臨界點創造出不朽的作品，因此，創作者對他們而言，就是指向混沌三女 兒：藝術家、哲學家、科學

家。分裂過程（schizophrenic process）與分裂症（schizophrenia as pathological illness），也是相當巨大差

異，前者是指創作者可能的心智狀態，但是後者是完全 屬於病理學病狀。因此，本讀書會報告主要討

論精神分析理論認知的創作動力有其過度詮釋 與負面之疑，但也不因此就認為德勒茲與瓜塔里就完全

正確無誤。據弦理論討論，宇宙就是 一部大型交響樂團，星球彼此之間共振相引，當然這也會影響到

人體的情動效應。確實德勒 茲與瓜塔里認為混沌有其自身超越性宇宙靈動力量，並非是精神分析理論

定義為完全負面破 壞力。混沌宇宙的情動力量是一個謎，這樣超越性的聲音體是人在地球空間無法聽

見的。因此藉由這契機在讀書會討論這有趣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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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阿岡本《語言與死亡》對於存有的反思 

導讀人：黃涵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主持人：邱彥彬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英語系) 

時間：2017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五 

地點：書林書店新生南路會議室 

研讀主題：阿岡本《語言與死亡》對於存有的反思 

書名：Agamben, Giorgio. Language and Death: The Place of Negativity. Minneapoli: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1991. 

範圍：Agamben, Giorgio. Language and Death: The Place of Negativity. The fifth (P. 41-48), sixth (P. 54-62), 

and eighth day (P. 84-98) 

 

《語言與死亡》這本書主要處理的是否定性的問題。這本書讓我們從人類使用語言和面對

死亡的能力，看到西方形上學以否定性作為基礎，這種傾向就是《語言與死亡》哲學批判的對

象。阿岡本藉由包括黑格爾、海德格、現代語言學、甚至中世紀邏輯學和文法學等，進行他的

哲學批判。我們可以說，阿岡本的哲學批判採取形上學的路徑，但是終極目的卻是倫理學的。

阿岡本企圖超越海德格和黑格爾這兩位現代哲學史最重要的思想家，他所採取的方法是揭露或

者解構兩人思想中尚未被思考的否定性。表現這個根本的否定性的概念阿岡本把它命名為聲

音，大寫的聲音。思考這個尚未被完整思考過的大寫的聲音，是朝向阿岡本想像的共群的第一

步，一種非暴力的、不是建立在排除和犧牲邏輯之上的共群。 

本書的結構分成八天，中間有穿插了一些附記(excursus)，跟阿岡本其他書有時候章節之間也會有

類似 thresholds 的安排。有學者指出這本書這樣的結構是刻意要 parody 或者 profane 舊約創世紀神話。

以下報告以第五天(論黑格爾)、第六天 (論海德格)和第八天(綜合性的章節，比較多倫理思考的章節) 做

為重點章節，討論聲音的問題，把聲音的問題連接到語言和死亡、存有、倫理的問題，之後再整個來看

阿岡本透過《語言與死亡》這本書到底完成了什麼哲學批判或者指出什麼新的可能。 

 

第五天 

在這一講裡，阿岡本從黑格爾在耶拿大學 1803 到 1805 的講座，看到西方世界有關語言的論述本

質化的暴力。這一講的主題是「從動物聲響到人類語言的變遷」(transition from animal sound to human 

speech)，或者是從意識尚未出現的黑夜，到意識之光的出現。這樣的變遷能夠完成的一個關鍵是，以

暴力的方式犧牲或者排除動物的聲音(violent sacrifice of the animal voice)。動物的聲音可以是驢子的叫

聲(what is it? Braying???)或者蟋蟀的叫聲 chirping。這些動物發出來的聲響是空洞的，因為這些聲響沒

有為自身的存有表達任何思想，換句話說，這些聲響欠缺自我意識。不管動物因為任何原因發出的聲

響，都是對於當下身體的狀態所做出來的立即反應。這樣的動物聲響和人類的聲音相較之下是匱乏的，

因為人類的聲音讓存有或世界有了思想。 

但是，以上對於動物聲響的描述在某種情況下是不夠充分的，Hegel同時也提到，當動物面臨死亡

所發出的叫喊的時候．動物似乎顯示出對於自身存有的反應．甚至對於消逝中的生命也會表現出某些

感受或記憶。如同阿岡本引述黑格爾的一句話，“Every animal finds a voice in its violent death; it expresses 

itself as a removed-self (qtd. in Language and Death 45). 這樣的動物聲響即便不是自然界或物質世界的一

種訊號．但是也還不足以成為有意義的語言。動物以這種方式表現死亡，發出的聲響當然就是「死亡

之聲」。黑格爾提到這個動物的「死亡之聲」算是一個特例，也因為有這個特例，才能夠從純粹的無意

義的動物聲響進入有意義的人類語言。動物的聲響如果百分之百、絕對空洞的話，似乎也不可能從中

導引出什麼。結果我們也從這個變遷的過程中看到某種將動物人性化的操作。 

以上是從動物到人，現在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方向，也就是從人到動物，來看這邊談的變遷。我們

如果從人的聲音出發，我們發出聲音之後，回過頭來傾聽我們生命裡的動物的回音。這時候，聲響的

變遷發生在語音學(phonetics)的範疇。就這個部分，黑格爾把動物聲響界定為the animal voice “pure s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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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voice, the vowel” (44)。但是這個純粹的母音是無法自己言語的，必須間隔著「無聲的子音」(mute 

consonants)，才構成音素(phonemes)差異，能夠無窮盡地排列組合成說出來的話語(44)。這個發聲(聲音

的聲)的過程使得有意義的話語得以出現。結果是動物的聲音的自我表現方式就是被移除，發出無聲子

音加在動物聲響純粹的母音(也就是子音和母音的組合)，人們的動物性也因此被隔離、被遺忘(animality 

sequestered and forgotten)。這裡所說的「被隔離」，是因為動物的聲響和它所承受的暴力，在所有有意

義的話語中仍然在場(也就是母音和子音即進入人類有意義的表意系統裡面，仍然還是具有物質存在)；

「被遺忘」，是因為動物的聲響和它所承受的暴力被埋葬在人類話語之中。用比較非學術的話語來說，

當一個人說話的時候，我們聽到的已經不是動物的聲響---即使那個人長相和說話的樣子都像動物---動

物的那部分成了人類話語產生意義的否定性基礎，也就是說，人類的話語要產生意義，必須和動物的

聲響分離。從在黑格爾的人類學和邏輯學裡，動物聲響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以一種「消失的痕跡」

(不在場但是留下痕跡) the animal voice as a “vanishing trace” (45))埋藏在人類說出的話語之中。阿岡本

在《牲人》(Homo Sacer)那本書裡提到「納入性排除」(inclusive exclusion)，顯然也可以用在我們這邊談

的聲音的問題。動物聲響以一種消逝的樣態，在人類的話語中留下無聲的痕跡，成了人類話語不在場、

卻未完全消失的背景。人類的話語征服了動物，埋葬了動物(in German, aufgehoben)，是動物存有的死

亡，卻同時也保留了動物，以一種排除的手法，讓動物成了語言內在的、否定性的基礎，阿岡本把這這

種否定性的基礎命名為大寫的the Voice (the Voice as the negative structure of language)。 

阿岡本在這一講也指出，黑格爾後來不談人類聲音裡的語言和死亡的連結，轉而談聲音和慾望的

關聯，所以阿岡本接著從這一個角度談《精神現象學》裡鼎鼎有名的主人與奴隸之間的生死鬥。主人

是表面上的贏家，但他沒有從鬥爭之中學到任何事情，他從奴隸那裡得到承認，確認自身脫離動物存

有的狀態，但他不認可奴隸具有平等的地位，因此不值得他的承認。我們因此可以說，主人並沒有達

到完整的自我意識，他繼續一如往常利用奴隸的勞動來滿足每一種慾望，他並非完整的人，或者說，

主人「已非動物但尚未成為人」(the master as the no-longer animal but not-yet human)。阿岡本就從這

裡看到the Voice相似的結構。 

整個來說，阿岡本認為大寫的聲音的問題遠比黑格爾所處理的更複雜。阿岡本認為，從大寫聲音

可以看到西方思想史如何解決從自然到文化的過程。但如果這是西方哲學傳統的一部分，要如何改變

它的深層結構，使得人類作為一種說話的存有不再需要依賴否定性的暴力的基礎，這是整本書最根本

的提問。 

第六天 

在這一講一開始阿岡本先講結論：海德格的存有學沒有談聲音的空間，特別是動物或者活物(living 

being)的聲音。他的此在 Dasein 依舊是一種形上學的構造，換句話說，海德格並沒有脫離他要挑戰的形

上學框架。 

海德格區隔「人」(man) 和「活命」(living being)。活命只有聲音，沒有文字和語言，處在被生存

環境包圍的狀態，無法檢視反思自身存在的本質與真相。聲音在德文是 Stimme，和另外表示存有的「根

本情調」(fundamental mood)的字 Stimmung 有相同的字根。Stimmung 在海德格的存有學裡指的是，當

Dasein 面對「被丟開」或是原初的虛空和無語的狀態。Stimmung 取原意「 調音」(attunement)，也可以

表示融入環境之中。根本情調不是「主體的」(或「主觀的」)心神或情緒狀態，也不是客觀環境的特性，

可以說是既非主體亦非客體，既在內也在外，因此蘊含著不確定性。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裡的一段話可以印證這裡討論的： 

 

What Angst is about is completely indefinite. . . . Thus neither does Angst “see” a definite 

“there” and “over here” from which what is threatening approaches. The fact that what is 

threatening is nowhere characterizes what Angst is about . . . , it is already “there”—and yet 

nowhere. It is so near that it is oppressive and stifles one’s breath—and yet it is nowhere. In what 

Angst is about, the “it is nothing and nowhere” becomes manifest. (Section 40) 

這段話顯示，焦慮(angst)帶來錯置或無以為家的感受，也和開啟啟示和神召(vocation)有關。另外值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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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是，Stimmung 的希臘字源具有「好奇」和「觀看」的語義，哲學意味不言可諭。整個來說，Stimmung 

原始的多重語意都比較屬於視覺層次，是後來受到猶太教思想的影響才轉移到聽覺。在《存有與時間》

的某些篇章裡，海德格將小寫的聲音排除在 Stimmung 之外，在其他篇章裡又多次提到大寫的聲音。舉

例而言，當海德格談到此在的揭顯時，他就使用類似「良知的聲音的召喚」(call of a Voice of conscience)。

這裡的「召喚」自然不等於特定意義的文字和溝通。換個角度來說，Stimmung 蘊含的無語和被丟開的

狀態變成了良知的聲音。此在被大寫的聲音召喚，進入 to not be (找不到可以安身的處所和語言)的狀

態，在這個層次面對死亡。如阿岡本指出，「思索死亡就是思索大寫的聲音」，本體存有的聲音(Voice of 

Being)，沒有聲響的聲音(60)，不禁讓人聯想到孟克的〈吶喊〉。大寫的聲音沒有說任何事，人類的思想

和話語充其量不過是那聲音的回音。從這裡來看，海德格終究還是沒有脫離形上學的二元對立。  

 

第八天 

「第八天」綜合了全書到目前為止的論證。如上所述，大寫的聲音具有雙重否定性，是一種被移除

的聲音，算是小寫的聲音裡的某種「曾經」，建構了西方思想與文化裡的許多本體區分，支撐了從語音

(phoné)到理體(logos)、從自然到文化的進程，卻無法被人類的話語訴說。這樣的進程同時涉及移除和保

存、斷裂和延續。阿岡本解釋，「人就是那在語言中同時移除和保存自身(作為不可言說)的活命，否定

性就人類擁有語言的方式」(85)，如同在佛洛伊德分析的「去來遊戲」(fort-da game)裡，小孩反覆製造

聲音學習訴說「不在」和「落失」，也等於是生命被「缺在」(absence)和「落失」(loss)銘刻。從海德格

的觀點來說，體驗大寫的聲音意謂著有能力經歷另一種死亡，不只是動物存在的老死，那也見證一個

人最無可取代的生命自由(86)。阿岡本從這一點接著討論理則學、語言和倫理學的關聯。他認為海德格

存有學把這大寫的聲音當作自由的否定性基礎。如果阿岡本的《語言與死亡》要解構西方形上學的否

定性基礎，這樣的自由當然也是他要挑戰的對象。  

至此我們必須提出一個根本的問題：面對建立在否定性基礎的形上學，阿岡本是否指出什麼可能？

阿岡本企圖解除語言存有和死亡之間的關連，回歸某種未被否定性分化的倫理感受(ethos)。我們除了可

以從《語言與死亡》的一些片段——不論有多隱晦——觀察到這樣的企圖和進路，也可以從他的其他

著作整理出一些相關的說法。我們可以說，《語言與死亡》的核心關懷是語言經驗如何可能不是建立在

大寫的聲音不可言說的基礎上，這樣的關懷牽動著語言、政治和法律如何不否定和排除生命，生命如

何能以自身的方式表現自身(66)。阿岡本對於當代思想裡著迷否定性的潮流——特別是德希達的解構和

後現代主義——提出批判。他指出， 

 

Any thought that wishes to think beyond Hegelianism cannot truly find a foundation, against the 

negative dialectic and its discourse, in the experience (mystical and, if coherent, necessarily mute) of a 

disengaged negativity; rather, it must find an experience of speech that no longer presupposes any negative 

foundation. Today we live on that extreme fringe of metaphysics where it returns---as nihilism---to its own 

negative foundation. . . . If casting the foundation into the abyss does not, however, reveal the ethos, the 

proper dwelling of humanity, but is limited to demonstrating the abyss of Sigé, then metaphysics has not 

been surpassed, but reigns in its most absolute form. (Language and Death 53)  

 

如同他從牲人系列生命形式的考察要完成的任務，幾乎就是要超越整個西方形上學框架或者人類學機

器。當然單就《語言與死亡》這本書來看還是有點模糊。在這裡阿岡本顯然認為，德希達的解構和後現

代主義企圖激進化否定性，最終卻只是讓形上學變得更絕對，他們欠缺肯定性(affirmation)的哲學視野。

這種哲學視野的基礎在於「無語」(infancy)，也是「潛勢」((im)potentiality)(91)。簡單來說，無語是聲

音和話語、to do 和 to not do 之間的轉接或潛在階段，是一種邊界(threshold)。阿岡本在《潛勢》

(Poetntialities)中指出， 

 

To be potential means: to be one’s own lack, to be in relation to one’s own incapacity. Beings that 

exist in the mode of potentiality are capable of their own impotentiality; and only in this way do they 

become potential. They can be because they are in relation to their own non-Being. (183) 

 

對阿岡本而言，lack 或 non-Being 都不代表空無一物、虛無主義的空或無意義，反而是要變得更少，才

能保存更多，瓦解了主動與被動、能與不能之間的界線。阿岡本透過「無語」的概念想要捕捉純粹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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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經驗，直接觸碰到事物本身；那種語言經驗不是建立在切割和排除的機制之上。他在《語言與死亡》

也有類似的說法： 

 

Only if the human voice is not simply death . . . is it possible for man to experience a language that is 

not marked by negativity and death. . . . Perhaps man . . . must experience his poverty even more radically. 

Perhaps humans are even poorer than they supposed in attributing to themselves the experience of 

negativity and death. (95-96) 

《語言與死亡》的哲學歷程和任務還包括在二元對立的框架之外重新思考大寫的聲音，回歸哲學

的起初及其倫理情感。哲學思考作為一種回歸意謂著拋棄原初的熟悉的居所，是一種「疏離和域外存

有」（alienation and a being-outside）(93)，也就是說，哲學離開自身最終才能回到歸自身，在他者存有

之中體認自身。他還指出， 

 

The ethos, humanity’s own, is not something unspeakable or sacer that must remain unsaid in all 

praxis and human speech. Neither is it nothingness, whose nullity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the arbitrariness 

and violence of social action. Rather, it is social praxis itself, human speech itself, which have become 

transparent to themselves. (106)  

 

換言之，阿岡本展望的倫理學或倫理情感根植於社會實踐之中，和辯證是的否定和解構式的延遲截然

不同。這個理路下的語言實踐人類潛能，而不是以主權決斷區分 zoe 和 bio，不斷製造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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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人聲與沉默 

導讀人：黃冠閔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蔡淑惠 (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日期：106 年 8 月 27 日星期日 

地點：書林書店新生南路會議室 

研讀主題：人聲與沉默 

書名：Ihde, Don. Listening and Voice: Phenomenologies of Sound.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c2007. 

範圍：Listening and Voice: Phenomenologies of Sound Part IV: Chapters 14-16, P.161-181 

 

他處理聲音有一個強烈的意識，聲音的問題是要對照著來談，在西方哲學裡面居於主導性的視覺

模式，或者是光學的模式，影響西方哲學乃至抽象語詞的基本主導的領域，中文也有這樣的情況，不

過在西方最明顯，比如說我們通常會用到的一個詞 idea，中文可能會翻譯成觀念，特殊脈絡會把他翻

成理念，原先在希臘文學的意思是呈現在眼睛前面的東西，研究聲音問題的時候必須對比於視覺模式，

首先要先看到底視覺跟聽覺有什麼差別，第二個是就知覺的脈絡來說也有相近的地方，什麼東西是他

們共通的？什麼東西又是不同的？在談 Listening and Voice 這個議題涉及到的不只是知覺，他涉及到的

是知覺的活動，就這個角度來說聲音傾聽都不是非常巨大的問題，透過現象學當中的視覺模式先做一

個基本鋪陳，用存在現象學這個語詞來描述我是有一點遲疑，我後來想一想也許用存在現象學來概括

還是可以，不過我遲疑的原因就是 Ihde 不是一般存在主義的脈絡，所以存在現象學跟存在主義是沒有

關係的，在談現象的顯現的時候會特別注意到一些問題，在海德格裡面身體並沒有特別被顯化出來，

後來有一些學術上的爭論，Ihde 的寫法常常隱身看不到，不太清楚他用的詞到底是根據誰的看法，直

接用在他的分析當中，再來就是知覺跟想像的雙重模式，知覺指的是現實性的，有一個東西出現在眼

前，想像處理的就是一個不在場，東西不出現在我眼前，我把它當成在我眼前，在現象學的分析當中

想像本身是方法的一部份，在知覺跟想像的雙重模式裡面，對 Ihde 的現象學操作也非常重要，所以他

花了大量的篇幅反覆的去談聽覺上的想像，語言跟字詞通常會連在一起，voice 有時候未必是有字詞，

我是怕 voice 在某些時候會被當作是太過人類中心主義，尤其現在有很多合成的聲音，或者是手機密碼

用 voice 解鎖，我們可以倒過來想，透過機器發出 voice，模仿人的聲音，我們可以說那叫人聲嗎？但

他是一種 voice，我還有另一個質疑是不是在文法裡面也有 voice？在那個地方我們也不會說人聲，這

個就是模糊地帶，Stephen Hawking 完全不能講話，坐在輪椅上面，都是靠機器在發聲，喉頭的震動使

得聲音可以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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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場：何者聽-聲響迴繞 

導讀人：沈志中副教授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主持人：黃涵榆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英文系) 

地點：臺師大誠七樓英語學系專題討論室 

日期：106 月 11 月 18 日星期六 

研讀主題：何者聽-聲響迴繞 

書名：Nancy, Jean-Luc. Listening. New York :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c2007. 

範圍：Nancy, Jean-Luc. Listening. New York :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c2007. 

 

壹、尾聲 

從尾聲開始。這不僅是為了呼應，在還不知道是甚麼之前，聲響已先從遠處傳來；其次也是為了突

顯南希(Jean-Luc Nancy)文本之對位法所呼應的另一條隱匿的旋律的迴盪。 

南希在《聽》(À l’écoute)的「尾聲」(coda)提供了一幅提香(Titian)的畫作《維納斯與管風琴演奏家》。 

畫中刻意安排且顯而易見的一幕，是彈奏著管風琴的音樂家停下演奏，轉身對裸女投以充滿欲望的眼

光。對此，南希思忖： 

 

音樂家盯著看的這個肚皮不也是他的音樂震盪的場所？音樂家看著肚皮的同時，不也正在

聆聽著它的樂器在此處的共鳴？在音樂與身體的共振中，內在、外在彼此敞開。正如畫的

背景並非室內空間，而是一座開闊的公園。在透視法的安排下，綿延的樹幹彷彿延續著管

風琴的風管，使得整個開闊空間就像是一個巨  大的共鳴箱。耳朵開向肚皮，甚至是耳朵

打開了肚皮。而眼睛則是迴盪著，因為影像隨著透視的景深消逝遠去，音樂則從遠處傳回

來，和欲望一起迴盪，讓這一切的和諧不停止共鳴。(Nancy 2002: 84) 

 

提香大約在一五五○年圍繞著「愛與美」的主題創作了這一系列「維納斯與音樂」的畫作。其中最大的

爭議，是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在一九六九年《提香的問題》(Problems in Titian)一書中所提出的

觀點。潘諾夫斯基根據這一系列畫作的演變指出，在柏林版的畫作中，不止音樂家的視線，甚至他的

手腳也都已經離開樂器轉向眼前作為美的化身的裸女。這顯示的是「視覺的美凌駕了聽覺的魅力」(the 

supremacy of visible beauty over the audible charms of music)(Panofsky 1969: 123)，使得音樂家停止演奏

並轉身去親近其欲望的對象。而視覺範式的至上性，正是潘諾夫斯基從《做為象徵形式之透視法》

(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1927)以來一貫的主張。就像中文以視覺的「見」來補充聽覺，而以「聽

見」表達「聽懂」之意，這並非偶然。 

事實上，這個南希沒有直接引述的視覺至上性論點，正是他這篇論文所對位呼應的對象。南希認

為，視覺不僅沒有壓倒聽覺，而且視覺也是以一種往返、「引申」(renvoi)，有如聲響迴盪的方式在運作。

因此，南希的每一段論述都像是對潘諾夫斯基視覺至上性觀點所引起之震盪的回應，每一段文字「聽」

起來都像是相同旋律的重複。 

然而，正如哲學的意識與意向性主體永遠不會「聽」聲音，因為他始終「聽見」其意向性所針對的

意義與真理；因此，南希要從視覺至上的哲學論述中萃取「聽」這個聲響迴盪的空間，首先就必須強

調：我們要「懂得聽」，而不是「聽得懂」。這也正是南希在另一篇短文〈音樂如何（自）聽〉(“Comment 

s’écoute lamusique?”) 所申論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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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聽與聽懂 

因此，為了「懂得聽」，南希獻上他的標題：À l’écoute。「聽」既是文章的標題與申論課題，也是

文章所要致意的對象。法文“être à l’écoute”原本是軍事用語，表示「監聽」；之後被廣泛地用於表達關

懷的「傾聽態度」。例如政治人物常說要「傾聽人民的聲音」，社會既得利益階層說著要「傾聽年輕人的

聲音」，老師則被建議要多傾聽學生的聲音。只是，沒有人知道到底要聽甚麼？ 

而南希則是將“être à l’écoute”當成一種「在聽的存在」（以下稱「在聽」），就像存有學所說的「在

世存在」(être-au-monde)。因此，「在聽」直接指向一種以「聽」為典範的顛覆性存有學。事實上，若

「聽」會和「見」混在一起，是因為傳統存有學始終是以視覺導向的「（顯）現－在（場）」(manifestation-

présence)作為「存在」(être)的基礎。存在即是客體在主體眼前的顯現。因此，若哲學試圖跨越這一道視

覺的侷限去探究「聽」的問題，首先就必須避免重蹈覆轍地問「甚麼是聽？」以及「誰聽？」，因為這

些提問均預設著一個知覺主體的存在，是他去聽、去質問甚麼是聽。反之，本文標題定為有點彆扭的

「何者聽：聲響迴盪」，正是為了突顯，是「聽」本身決定了甚麼將是聽者主體。 

就像自康德及海德格以來，總是處在「揭蔽」(Un-verbogenheit)、而非顯現的真理狀態，不也是無

法被看見、只能聽著它從遠處傳來？真理就像古代的神諭，始終是用聽而不是用看的東西，甚至也不

需要被聽懂。因為假使神諭被聽懂了，顯然就不再需要後續的英雄歷險去追尋神諭的答案。然而，若

聽不是為了聽懂「意義」，就像看是看見了「東西」，那麼究竟還能聽甚麼？例如我們常說的「聽音樂」，

若不是聽懂其意義，或聽見聲音的在場，那麼究竟是在聽甚麼？ 

事實上，若亞里斯多德在《詩學》與《政治學》中特別指出，某些類型的音樂應該要被禁止，這並

非偶然，5 因為音樂具有迷惑人心與感染的作用。那麼，除了「聽懂」意義之外，「聽」還有甚麼不被

懂的秘密，只能以「感染」、甚至「傳染」這樣的醫學詞彙來描述？其次，若非是主體在聽，那麼聽者

將是何者？ 

首先，「聽」(écouter/listening)除了是一種單純性質的「感官」(sens)──聽覺──之外，也涉及某種緊

張、專注與焦慮的狀態。實際上，每一種感官都是如此：如「看」(voir)與「注視」(regarder)、「聞」(sentir)

與「嗅」(humer)、「嚐」(goûter)與「品味」(déguster)、「觸摸」(toucher)與「摸索」(tâter)，以及同樣地，

「聽懂」(entendre)與「傾聽」(écouter)。然而，在所有這些感官中，只有聽覺的「聽懂」與「傾聽」被

賦予了理解與領悟的功能，成為「被賦予意義的感官」(senssensé)。正如法文“entendre”一詞表示「瞭解」

(comprendre/hearing, understanding) 之意：管是否有話語的聲音被聽見，「聽」首先就意味著「聽話」

(entendre dire) 而非「聽聲響」(entendre bruire)，甚至連聽音樂也像是在「聽話」，因為一心想聽懂音樂。

而南希則主張，或許，可以反過來說，在所有傳達意義的「說話」當中都有著「聽懂」(entendre)的向

度。而在「聽懂」的深處卻仍然有著「聽」(écouter)，有如盲腸一般懸掛在那裏、不知功能為何地迴盪

著。這表示，感官或許並非只是為了成就意義或話語(logos)，而且也是一種「迴盪」(résonner)。這正是

南希所要突顯的，「在意義與真理最深處的根本的迴盪」(Nancy 2002: 19)。 

如此，若「聽懂」是理解意義（如聽到警笛、蟲鳴鳥叫等都涉及對一個情境、脈絡或甚至文本的理

解），那麼「聽」就是針對著一個可能但並非立即可及的意義。我們可以「聽懂」某人講話，或「聽見」

劃破寂靜的聲響，但我們也會說「聽音樂」。就前兩者而言，講話的語音與聲響的音色彷彿註定要被略

去、消失在意義背後。但在聽音樂時，聽覺所捕捉的意義就是聲響本身，意義變成了聲響。因此，可以

肯定的是，「聽」必然同時涉及聲響和意義的交織與彼此迴盪的狀態。亦即，人從聲響中去尋找意義，

反之，也從意義中去尋找聲響與其迴盪。 

南希舉俄國籍音樂家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的軼事為例。史特拉汶斯基六歲左右，曾聽過一位

瘖啞人士以手語表達時，手臂發出很特別的聲響。成為音樂家之後，史特拉汶斯基就嘗試再現這個聲

響。他想要從手語的意義表達中找出某種不同於嘴巴所發出的另一種「語音」(voix)，另一種和說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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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響不同的聲響， 另一個與語言意義不同的意義，或更正確地，處於意義邊緣的意義。 

 

參、聲響迴盪 

「在聽」，可以說就是處於意義最邊緣的狀態。而這道意義的邊緣，就是被當作是「音樂」而聆聽的

聲響。換言之，「聲」是無意義的，而「音」則是處於意義和無意義的邊界──正如中文「音」字再加上

「心」就成了「意（義）」。如此一來，音樂即非單純的聽覺現象，而是一種迴盪的意義；亦即，其意義

就在於聲響的迴盪本身。簡單地說，這正是測試音響器材的聽覺現象，和音樂的聆聽的差別。一者是

沒有意義的聲響，另一者則是幾近意義的聲音。 

那麼，甚麼會是意義與聲響共同的交界空間，也就是「音」這道界線？首先，意義是一種「引申」

(renvoi)的作用，或整個引申系統的產物。意義從一個符號引申到某物，並從某物的狀態引申到某種價

值；或者，從某個主體引申到另一個主體或引申到他自己。聲響也是一種類似的引申作用，因為聲響

是在空間中傳播、震盪，同時也在「我」(moi)當中震盪。 

如此，聲響在外在與內在空間出現的同時，就是一種往返的迴盪或共鳴。發出聲響當然是物體本

身的震動，發聲的物體卻也透過震動來引申、延展到自身之外，像是伸出偽足或觸鬚一樣。這是所有

感官的根本條件。從亞里斯多德開始，「感覺」(sentir/aisthesis)就被定義為一種「自感」(ressentir)、「自

己感覺到在感覺」。因此，感覺必然就是構成「主體」(sujet)的條件。「自己」無非就是一種自我引申的

功能，一種「對己呈現」(presence à soi)的迴盪關係。而此種自反身結構，也在聲響的範疇上表現得一

覽無遺（或應該說「一聽無遺」）：發出聲響的同時也聽到聲響。由此，根據南希的定義，主體必然是一

種有開口、有空間間隔能夠讓聲響與意義迴盪的結構。換言之，正如樂器的共鳴箱一般，主體就是一

種讓聲響迴盪、共振的共鳴腔。 

主體的定義就是「自感」(se sentir)：他能夠自聽、自看、自摸、自嚐等，並且因此能夠自省、自想、

自近（靠近自己）、自遠（疏遠自己）。8 主體必然始終自我感覺到一個正在離開、消逝的自己，也因此

能夠在世界上、在他者身上引起震盪與共鳴。就此而言，「在聽」即是一種「通向自己」(accès de soi)。

但自己並非預設著心理學意義上的自我或他我，而是一種無盡引申的運動形式與結構，就像是「迴聲」。

如此，處於「在聽」狀態，就是「監聽」著一個自己對自己迴盪的聲響：主體的迴聲(écho du sujet)。 

「監聽」定義上即有別於視覺上的「監視」(surveiller)。以觀看而言，主體對自己的引申，就是將自

己視為一個客體來看「它」；但「聽」則是讓主體自己引申自己或將自己引申出去的一種迴盪。因此，

觀看與傾聽之間即使有一定程度的關係，兩者並不能互通。就像視覺很容易引起聽覺的聯想，但聽覺

卻很難喚起明確的影像。我們很容易從繪畫上聽到音樂，卻很難從音樂中去描繪出一幅畫。因此，南

希借用拉岡(Jacques Lacan)的話說，視覺比較是「想像的」捕獲關係；而聲響則是屬於「象徵的」引申

關係。或說，視覺傾向於「模擬」(mimétique)，聲響則傾向於「參與、分享」(méthexique)。正如法國

當代作曲家與音樂學家克莉東(Pascale Criton)就曾表示：不同於視覺與觸覺，聲響具有的無與倫比的感

染力，仍是一個未知的領域(Criton 1999: 26)。 

對南希而言，廿世紀音樂歷史的演變可說是此課題的最佳例證。特別是在華格納之後，古典樂逐

漸延伸到領域之外，產生了爵士樂的迴響。之後的搖滾樂與各式各樣的變形，也使得器樂本身有了重

大的轉變。更不用說日後的資訊與電子音樂，ipod、itunes 等軟硬體的問世，均促使音樂舞臺更世界化：

音樂既是精緻的也可以是大眾的，既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既是古典又是現代等。此種感染甚至混血

的特質，在其他領域上絕無僅有。雖然影像的傳播在其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它對感官內容的影

響遠不及音樂的轉變這麼巨大。顯然，音樂的演變突顯出「感受性成為音樂」(devenir-musique de la 

sensibilité)的可能性──幾乎所有的感官內容都可能成為音樂，亟待思考與研究──以及音樂性之世界化

的歷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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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並不表示，其他的感官就不是進入對己關係的方式，只是各種感官的差異性與多元性最

後仍呼應著「引申」、「迴響」、「迴盪」、「共鳴」或「節奏」的分析。換言之，最後仍都匯集到「聽」這

個感官。 

而作為一種引申，聲響的「現－在」(présence)始終是一種傳來與發去的傳移。聲響的時間性並非

哲學與科學定義上的絕對片刻。聲響無法串連成線性的時間，而是如浪濤般會隆起、凹陷、匯集、分

離，會形成漩渦、伸展、收縮等。因此，聲響的「現－在」必然是一種不可分的「時間－空間」，一種

全向度、全面的展開。它並沒有在與不在的對立：它同時在又不在，同時是正面與反面、裏面與外面、

上面與下面……等。因此，「聽」同時是「進入」也是「被進入」，同時是在我當中打開也在我的周圍打

開，是從我這裏打開也是向著我打開，是從裏面也是從外面將我打開。作為主體空間的自己，是在這

樣的多重開口下，才能到來(Nancy 2002: 33)。 

「聽」使得內在、外在彼此分享，既分離又參與，既隔離又彼此感染。這是為何「聽」作為一種感

官，能夠成為所有感官以及感受性的條件，也就是美學的條件。無論動物或人的身體構造，都完全無

力抵擋此種聽覺的蔓延。耳朵不像眼睛可以闔上──嗅覺也不行──經由耳朵傳入的聲響因此能夠長驅

直入，在全身上下傳播其效應。這就是所謂的感染了。此外，此種聽覺蔓延的條件，也是區別   聲響

(son)與噪音(bruit)的關鍵。正如南希引述瓦勒里(Paul Valéry)所言：「聲響(son) 會突顯整個聲響系統的

幾近在場(quasi-présence)」，此即聽覺的蔓延；反之，「噪音讓人想到的是發出噪音的來源、動作、反射

的關係等」，這正是專注或意向性之「注意聽」的特徵(Nancy 2002: 35)。 

如此，相對於聽覺的蔓延，聲響也將無所不在。只要一出現，聲響的在場就不只是一種存在物的狀

態，而是一種前進、穿透、持續、沈迷，甚至附身。聲響同時會在發出聲響者和聽者之間，以及在聲響

和它自己之間反彈、引申。在這個迴盪中，則形成了音響學所區分的、聲響中的各種組成要素：音高、

音程、強度、重擊、和諧，部分音和背景噪音等等。然而，這些個別的組成要素並不能聚合成一個具體

的現象，而只是始終彼此交互地作用著。因此，聲響始終落在「共振與不共振」、「協調與不協調」之間

迴盪著，就像一種「不協調的協調」，或「協調的不協調」。正如南希提到，在聽聲響時，聽者的內耳會

產生共鳴，形成不協調的協調。但通常內耳的共鳴並不會主觀地被察覺到。一旦內耳的共鳴被察覺， 

反而形成了協調的不協調，而構成嚴重干擾的病理現象(Otoémissions acoustiques)。 

任何聲響本身都必然是一個繁複的引申過程，其整體表現就是一種開放空間中的往返，也就是「迴

盪／共鳴」。並且不只是聲響迴盪，也是聽者的迴盪。因此，相較於視覺的在場是一種瞬間的「同時性」

(simultané)，聽覺的在場則是一種持續一起作用的「共時性」(contemporain)。 

其次，聲響迴盪所產生的「節奏」(rythme)，也讓線性的連續時間本身具有了抑揚頓挫的時間特徵

（如頻率、期間等）。因此，節奏可說是「時間的時間」，它將時間折曲、折向時間自己，使得時間具有

了自己與自己的區隔。這是為甚麼從聖奧古斯丁以來，一直到康德、胡賽爾、海德格，時間性始終被作

為主體之範式的原因。作為一種自己與自己的區隔，主體不僅可以和他者、和純粹的 Dasein 分開，更

重要的是，他可以和自己隔開：主體能夠等待自己、拉扯自己、欲望自己或遺忘自己。 

如此，南希主張，我們必須去設想，聲響迴盪的場所與空間並不似讓一個主體在當中發出聲響的

音樂廳或錄音室。相反地，是這個聲響的場所，透過聲響的迴盪讓它自己成為了主體。就像是為了某

種聽覺效果而特別設計的建築空間，因為聲響的迴盪而讓此空間具有了生命。同樣地，人類嬰兒不也

是在聲響的迴盪中才具有生命。嬰兒的第一個哭聲就是聲響迴盪的音場突然擴張的結果。這個音場中

的迴聲定義了他的存在與主體性，並由此誕生了具有靈魂與身體的新個體。因此，聲響場所的震盪就

等同於「當下瞬間」(instant présent)的震盪，使得由無數的當下所連續串成的時間，既是過去當下的重

現，亦是一個即將到來之當下的開始。就這個意義而言，音樂被認為不具有線性的物理時間。即便是

最單純的計時聲響「滴－答」，也是同一個聲響自己對自己的分隔與延異。每一個「滴」都是前一個「答」

的重現與後一個「答」的開始。因此，胡賽爾會以聆聽一段旋律作為時間意識的定義，並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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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胡賽爾而言，我們所知覺到的「現在」本身，就包裹著不僅是對現在而言的現在，還有對過去與對將

來而言的現在。因此，現在本身就是分化、多樣的。而能將多樣化與分歧性包覆成一體的思想母體就

是「旋律」。伴隨著旋律的流動，一體性與差異性合而為一，構成了胡賽爾所說的「活躍的現在」(présent 

vivant)。 

然而，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同一個時期的法國哲學家葛哈內勒(Gérard 

Granel)，則從海德格的觀點，質疑胡賽爾恐怕是先預設了差異的一體性，然後才去談「一體性」和「多

樣性」的現象學概念。如此一來，現象學的「還原」就必須「再還原」，因為「一體」與「多樣」的差

異，並非最原初的現象，而是來自被「默認」或「寂靜的差異」。而默認或寂靜只不過是海德格所稱的

「存在的退隱」──存在即是某物的存在，因此存在本身始終不被察覺。而不被察覺的存在自然也無法產

生意義、被聽懂或理解。然而它或許有機會被聆聽。 

因此，葛哈內勒認為，胡賽爾事實上延續了海德格所稱的「對存在永恆的遺忘」。他並沒有豎起耳

朵聆聽音樂的迴盪，而是預先將音樂轉換成現象學目光下的客體。換言之，胡賽爾仍是在「看」音樂而

非「聽」音樂。事實上，聲響與其感知首先就無法被意向性所針對：你永遠不知道聲響將何時、從甚麼

地方傳來。因而有聲響或音樂的「突襲」(attaque)這種說法。因此，並非主體能夠預先去注意聲響；相

反地，是聲響的不可預期性讓主體處於張力的防禦狀態。這顯示，音  樂以及聲響都不是「現象」，也

不屬於「顯現的邏輯」(logique de la manifestation)， 而比較是一種「呼喚的邏輯」(logique de l’évocation)：

顯現是將「現－在」呈現出來，而呼喚則是叫出「現－在」去面對它自己。因此，呼喚並不確立「現－

在」 的明證性，也不預設它。呼喚始終同時「預期」著「現－在」的來臨並挽留它的 遠離。 

葛哈內勒認為，必須從旋律過渡到襯托旋律的寂靜，從而取消聲響的「一體」與「差異」這兩者的

一體性，才能超越現象學而來到存有學的層次。在當中，存在早已是差異，而且也不停地差異化這個

差異本身。換言之，存在就是德希達所稱的「延異」(différance)。而隨著葛哈內勒的分析，南希試圖回

到這個原初的存在差異，並稱它為「存在的迴盪」或「存在就是聲響迴盪」(Nancy 2002: 44)。又或是

「原聲響」(archi-sonorité) (Nancy 2002: 55)。 

「寂靜」(silence)並非「無聲」或聲音的欠缺，應該說寂靜是一種聲響迴盪的配置(disposition)；正如

在完美的寂靜中，不僅可以聽見自己身體、呼吸與心跳   的聲響迴盪，也可以聽到整個洞穴中的迴盪。

拉岡曾以孟克(Eduard Münch)的畫作《吶喊》(Le Cri)說明甚麼是「話語」的邊界。這一刻，在這幅畫面

前，我們彷彿看到畫中的人物在吶喊。但有誰聽見了吶喊的聲音？甚麼會是這個沒有人聽得見的吶喊？

毫無疑問，那就是籠罩、迴盪在畫中以及我們所處的空間之既凝聚又敞開的「寂靜」(silence)。因此拉

岡認為，寂靜並非吶喊的無聲背景，並非一般所以為的，吶喊劃破了寂靜；相反地，吶喊引出了寂靜並

消失在寂靜中。「吶喊」才讓寂靜具有了可被標示的無聲音符，就像樂譜上的休止符。音樂家們瞭解，

譜下音符間寂靜的當然不只是單純的無聲，相反地，聲響的迴盪更能彰顯出寂靜的特質。因此，對拉

岡而言，寂靜就像一個繩結，把「聽」(entente)和「大他者」(l’Autre)綁在一起。當聲響經過時，是這個

封閉繩結的震動與它所引起的共振。 

同樣地，南希也主張從現象學的意向性主體與哲學的意識主體，回溯到一種聲響迴盪的主體狀態。

後者只是一種聲響自己對自己的反射，一種無盡聲響迴盪的迴聲場所。相較於現象學主體本身就已經

是一個在現象學視野中被給定的主體，聲響迴盪的主體始終是將從遠處傳來的。那是有距離、穿越的

自己呼喚自己，是在發出聲響的同時也喚醒自己──正如法文“sonner”的雙重意義。也是從這個聲響迴

盪的場所，在意義捕捉的話語過程中消失的「語音」(voix)才能湧現。若拉岡稱語音是 objet a 之一，那

是因為語音是在「說」(le dire)當中不同於所說的「話」(le dit)的東西，就像是「未說」(non-dit)或「沈

默」。但語音也是讓主體在掌握到語言意義的同時，還能夠聽見自己的空間。這表示，我必須先「在我

當中」(enmoi)聽見語音的迴盪，然後才能聽懂話語的意義。更正確地說，正如南希引述拉岡：「語音迴

盪著，不同於其他說話聲響」(Nancy 200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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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南希而言，純粹的迴盪雖是不可感受的超驗向度，但它本身仍是一種聲響物質，就像是能

夠驅動發聲和聽覺器官的「震動」。這個聲響迴盪的震動，讓身體得以像蝙蝠一樣展開向世界的「摸索」。

換言之，聲響迴盪展開了一切感官知覺的可能性，才造就了內／外的區隔，以及更重要的，自己和自

己的區隔的主體向度。如此，不是只有發聲與聽覺器官，而是整個身體構成了語言意義之外的共鳴箱

（回音腔）；而其共鳴的效應就是主體。法文中，樂器的共鳴腔即被稱為「靈魂」(âme)。 

 

肆、音樂與文本 

同樣地，對南希而言，必須從純粹聲響迴盪的考量，才能不受惑於語言與意義地聽到音樂，而不是

聽懂音樂。然而，聽音樂若不是要聽懂音樂的意義，那麼究竟在聽甚麼？無論是樂評家的解說或音樂

家的演奏，在音樂上都被稱為「詮釋」(interprétation)，若那不是在詮釋意義，那是詮釋甚麼？ 

音樂演奏運用了各種方式讓物體發出聲響，包括「敲擊」、「摩擦」、「撥挑」，但在音樂中這些聲響

不再只是不同器物所發出的噪音，而是成為它們自己彼此的聲響迴盪而具有了音樂的意義。換言之，

一般「叩叩叩」的聲音只表示敲門之意，但在貝多芬的音樂中，它是和門無關的聲響迴盪，因而具有了

音樂的意義。這個轉變並非音樂獨有，例如繪畫，也是將大自然原有的顏色詮釋為繪畫的意義（如橘

色的意義是橘子，但在繪畫上，橘色並非總是橘子），或在雕塑中，將大自然的物質詮釋為雕塑的意義。

然而不可否認的，諸如「詮釋」、「演奏」、「內在迴響」等描述詞彙，都是來自音樂領域。因此，「音樂

性」(le musicale)可說是詮釋著各種形式的藝術與感官範疇之間的相互迴盪。或者也可以說，每一種藝

術都是以音樂的方式在詮釋著它自己；正如我們會以音樂為範式，而以色「調」來說明顏色。 

因此，我們不應「聽懂」而是要「懂得聽」音樂的意義。但甚麼是音樂的意義？音樂和語言意義以

及廣泛的文本之間的關係是甚麼？能否以文字描述音樂？或者，音樂與文字是否不相容，正如傅柯對

再現文化中圖像與文字的分析？這些 問題確實引發音樂學上許多針鋒相對的論述。但不可否認地，人

們總是借用敘事 的字彙與表達方式在談論音樂。如南希引述寇莫里(Jean-Louis Comolli)與馬爾孟德

(Francis Marmande)拍攝的紀錄片《莫扎特協奏曲》(Le concerto de Mozart)，在當中，單簧管演奏家波達

勒(Michel Portal)談論莫札特 A 大調單簧管協奏曲時表示：「它敘述一個陶醉在愛情中的人，以及他對

無法去愛的哀怨」。或者當馬爾 孟德問他：「弦樂團本身又說了甚麼？」時，他答道：「弦樂團訴說著它

自己的 故事；而單簧管也說著它自己的故事……」。再或者，「這是一些沒有對白的歌 劇，它們說著

對白沒有說的事」(Nancy 2002: 63)。這些談話顯然見證著談論音樂時的困境，甚至也質疑著談論音樂

的可能性。當然，如此的音樂評論明顯混用了一些貌似天真、自然的隱喻（「音樂訴說著……」、「如銅

一般的聲音」、「快 板」、「色調」、Toccata）、誇飾的手法（「單簧管的故事」）以及某種辯證技術（如「說

出沒有說出的或不可說的」）(Nancy 2002: 64)。 

然而，這類只能從側面甚至是負面所進行的描述，以及悖謬混搭的敘事風格，並不是論者的功力

不足，而是見證著在音樂的聆聽當中，除了聲響、節奏、旋律與和諧之外，必然還聽到了某種「發音／

構句」(articulation)、「連續」、「銜接」、「停頓」等起承轉合。音樂就像拉岡所定義的「沒有話語的論述」

(discourssans parole)，這也是為何「聽」的辯證在精神分析當中如此重要。事實上，精神分析基本規則

中的「自由聯想」，就是為了塑造出一種特殊的言談，讓其中的主體得以被懸置。而相應的，精神分析

師的「同等懸浮的注意力」就是一種迴盪的聽，而不是聽懂。 

同樣地，音樂當中或許沒有狹義的語言意義（或其語義僅相應於模糊、概略的情感，如愛情、哀怨

等），但音樂卻不乏「構句」與「語法」，甚至標點。正如作曲家與音樂學者薛弗(Pierre Schaeffer)所指

出：「唯一能引入音樂中的語言，是連接詞」。他甚至提議以「但是、或者、並且、所以、然而、並非、

因為(mais, ou , et, donc, or, ni, car)」等來銜接一段樂曲(Schaeffer 1982: 79)。 

顯然，這些從語言中分離出來的詞彙，早已不再是語言。它們沒有語義，充其量只表示著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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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性與次序。但儘管如此，它們卻仍和語義一樣是「言說」(diction)所不可或缺的，它們仍承載著被

忽略的語音(voix)。事實上，甚至連書寫文字也都有著「語音」的存在。如南希引述詩人龐居(Francis 

Ponge)所說： 

「不僅是任一首詩，任何文本也是，它們都實質地有其『言說』。我從未寫過任何語句是不伴隨有它在

精神上的說與聽。甚至是在這之後，才能寫下語句」 (Nancy 2002: 67-68)。 

對南希而言，這正是文學與音樂領域上，書寫一詞最具當代性的意義了。從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阿多諾(Theodor Adorno)、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一直到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巴特(Roland 

Barthes)以及德希達，所謂「書寫」都是為了讓意義在意指功能之外迴盪，或讓意義迴盪到意義之外，

企圖使古典思維認為是瘖啞的意義發出語音，讓原本不應該被聽到的語音和意義一起迴盪。 

但我們不應過快地認為這只是一般所說的「文本的音樂性」；而是，在書寫文本當中就深刻地迴盪

著音樂，或「原－音樂」(archi-musique)。它使得文本在書寫的同時也能夠「自聽」，並藉由這個自反的

區隔而迴盪得更遠，最後成為文本自己的主體。他和寫下文本的那個人，將是同一人又不是同一人。 

因此，言說(dire)並不始終僅是說「話」而已，還有著沒有話語的言談。而說話也不只是去意指而

已，同時也是「聽寫」(dicter)和「高聲朗讀」(dictare)。因此，「說話」，不但被賦予了「語調」(ton)、

風格（音調、色澤、樣態等），並且也是自己對自己的複誦，或自己複誦自己，藉此回應自己的迴聲。 

如此，書寫當中有言說，而言說則是語音的聲響迴盪。文學書寫與音樂書寫因此能以某種方式相

會──即便是彼此不認識地背靠著背。對兩者來說，都必須去「懂得聽」這個始終只是自我引申與迴盪

的語音，亦即去聆聽某種尚未被語言編碼的東西。嚴格言之，人能「聽」的就只是未編碼、尚未被整合

入一個意義引申體系的東西；至於已被編碼與解碼的訊息，就只有聽懂或不懂的問題而已。這或許是

以各種天線去聽來自外太空的聲響的科學家最大的樂趣所在：正因為始終不知道傳來的會是甚麼聲音，

所以才聽。正如，南希在注釋中也特別強調，當代西方音樂音調編碼系統的逐漸瓦解，不僅導致書寫

與知覺、眼與耳的分離，同時也解放了我們的耳朵，讓我們重新懂得「聽」音樂；不僅聽西方音樂、也

包括所有其他的音樂(Nancy 2002: 70)。 

 

伍、節奏與音色 

南希認為，書寫文本的聲響迴盪中有著兩個既是一體又有分別的要素：「節奏(le rythme)與「音色」

(le timbre)。但這並不表示我們能夠從旋律、和諧與其他聲響性質（音高、音程、強弱等）的交織關係

中，獨立出節奏與音色。節奏與音色正有如音樂世界的兩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其他聲響性質並未消

失，而是解構了一個編碼系統，使得「表達」(expression)與「言說」(diction)這兩者得以「被見到」或

「被聽出」是有別的。這也正是「再現時代終結」之後，藝術領域上發生的最大變化。 

因此，可以說，節奏與音色構成了聲響迴盪的母體空間。當聲響是為了被聽而發出時，就是在節奏

與音色之間維持了旋律、和諧的可能性。同樣地，節奏與音色也是「言談」與「聽寫」的條件──如「呼

喊」、「驚嘆」與「歡呼」都是先於音樂與語言的聲響，但同時也是這兩者共有的要素。換言之，節奏與

音色讓音樂中有了語言，語言中有了音樂。 

這樣由節奏與音色所構成的聲響迴盪的母體空間，或母體的聲響迴盪空間，就有如懷著一個新的

（樂）器官的孕婦的肚子。這個新的（樂）器官在母體中迴響著，自己動起來、向自身捲曲。它只能從

外在世界接收到聲響，並且直到它出生那一刻，才以自己的吶喊作為回應與回音。更廣泛地說，人類

無論男女，無論在生命之始或最後，總是在某種肚子裏的「在聽存在」，就像是朝向聲響迴盪之洞穴的

耳朵。 

拉庫－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在對節奏的分析中，指出柏拉圖如何修訂節奏的概念，讓

它契合於再現或具象性表達的「模擬邏輯」(logique mimétique)，如節奏表達著性格與習性等態度或樣



 49 

貌，彷彿節奏就只是對語言表達的模仿(Lacoue-Labarthe 1979: 291)。對此，南希則進一步認為，應該注

意那些並非以音樂形式編碼的情感（如愛、激情、歡樂、憂傷、勇敢等），並且應該質   疑是否真能區

別「情感」與「音樂」這兩個範疇，而認為一者模擬另一者(Nancy 2002: 73)？事實上，情感與音樂難

道不是始終彼此交纏在一起？如吶喊、哀怨、顫抖時，身體不也同時發出這類聲響？因此，相反地，我

們應該去構想某種情感的根本節奏結構，也就是某種從體內到體外以及反之的跳動，一種在接納與排

斥、吞噬與吐出之間的躍動、脈動(pulsion)。是這個節奏結構使得內部與外部得以區分，並由此構成主

體(Nancy 2002: 73-74)。 

不過，南希並不論斷這些問題，而是強調這個探討方向將帶出一種主體形成的構想，也就是：「主

體首先是一種介於內與外之包覆的節奏性的收折與展開，或者是節奏性地將外部折向內部、形成套疊、

凹陷，有如一個共鳴的盒子或管子。而這是早於任何可見的形象、或可在反射中映照的形象，換言之，

早於任何的鏡像認同」(Nancy 2002: 74-75)。 

此外，這也將展現出節奏的另一面。亦即，除了模擬與類型論邏輯的定義之外，節奏本身也是由時

間所打開、可被切分的節奏，並且和韻律、跳動、舞蹈有關。節奏不只是由斷與續所串連的節律，而且

也像是一種脈動或連續反彈的跳動。而這樣一種被時間打開，既是節律又有脈動的節奏，無非就是一

個已經失去自己同時又仍在等待自己、並呼喚著自己的主體的定義。他自己對自己吶喊，給自己名字

或從自己那裏得到名字。他被時間的衝擊打開的同時，也開啟了時間。而在這個重擊的時間中，在發

出聲響之前，先有著介於內與外的敲擊與摩擦，有著如舞蹈起手式的收與放，從而展開了主體的空間

與結構。而那同樣也意味著，是聲響迴盪的可能性與必然性形塑了「主體回音的音色」(le timbre de l’écho 

du sujet) (Nancy 2002: 76)。因此，可以說，舞蹈般的節奏打開了音色，而音色則在節奏的間歇當中迴

盪。 

南希表示，他不斷強調「音色」，正是為了給他的哲學論述添上語音的色澤。當然，這並非將音色

置於所有音樂組成要素的首位，而是為了突顯，所謂音色正是不能從音樂中被分解出來的東西。即使

音色被區別於音高、音程與強度，但若沒有音色，就不會有其它這些組成要素（就像沒有顏色就不會

有點、線、面等造型）。因此，音色就是聲響的迴盪本身(2002: 76)。正如法國作曲家波內(Antoine Bonnet)

曾說：「音色是聲音在現代的名字」、「音色是音樂的真實」──因為那正是音樂中最不可捕捉的部分）

（因此，也不難理解，音色將是許多音響迷如癡如醉地追求，卻又始終不可得的東西）(Bonnet 1991:351)。 

基於音樂在當代的突變，音色在今天而言，就像是聲響的「物質」。正如當代物理學對物質的定義，

正是在自己展開並在當中震盪之不可穿透的量體，也就是粒子。因此，音色才是「聽」最主要的對應

物。經由音色，我們才能擺脫一種過於簡單的現象學。換言之，懂得聽音樂意謂著懂得聽音色，而不是

將聽與音色當成是一種意象性與其標的的關係。因為，在任何主體／客體關係之前，「聽」早已在音色

中展開它自己，而音色也早已在聆聽中迴盪：「聲響迴盪，既是音色的聆聽，也是聆聽的音色」(Nancy 

2002: 77)。聲響迴盪是一個發聲物體為自己的迴盪，也是聲響在一個聆聽物體上的迴盪。如此，發出聲

響且聆聽正是主體的特徵。而這個聲響迴盪並非僵固不動，若音色本身是一個演化的過程，那麼聆聽

也會隨之變化。 

就此而言，「音色是聲響的迴盪，也就是聲音本身」(Nancy 2002: 78)。音色是聲響意義最重要的構

成要素，音色讓聲響在節奏的條件下震盪（即便是單調的聲音也都具有節奏與音色）。而所謂聲響的意

義，就是引申、迴響與迴盪。那是在一個身體內的迴聲，甚至就是這個身體或這個身體與它自己的關

係。這是為何維根斯坦提出聆聽與音色分開的聲音的極限經驗之後，將音色當成是他所稱的「隱私經

驗的最佳範例」(Wittgenstein 1968: 302-303)。也因此，音色是無法溝通的。南希強調，音色是不可溝通

的溝通，因為不可溝通就是溝通本身。所謂溝通無非就是主體對自己或他人做出回音，讓自己就是他

人，他人就是自己──就像是柏拉圖《巴門尼德篇》(Parmenides)所論的複數的 1s。因此，溝通並非從

一者到另一者的傳遞(transmission)，而是構成分享(partage)的主體：讓所有主體彼此分享、伸展、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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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盪的主體。 

聲音（聲響與音樂）首先就是這個感染意義的溝通。聲音除了自己之外，並不溝通任何東西。當聲

音處於最弱、最不清晰的狀態，它就像是噪音(bruit)。但即使是噪音也有噪音的音色。噪音的聲響迴盪

也是透過一個打開又收合、既開向自己又開向他者身體的分享。就像嬰兒出生時的吶喊，甚至是母親

肚子裏── 或母親肚子本身──的一個更古老的聲響迴盪。 

然而，音色本身並非「個別」的要件，也不是組成物。隨著音響學的分析越精進，音樂的組成也越

被細分，不再只是聲音和和諧。但音色卻不是可被分析出來的組成要素，因為音色本身就是多元性之

一體化的最佳代表。這是為何音色無法像其他的音樂性質一樣被衡量或書寫。「音色」(le timbre)這個名

稱本身，並不像音高、音程與強度一樣是衡量的標準；「音色」是一種引申其他感官範疇的隱喻，如「顏

色」（德文 Klangfarbe）、「觸覺」（粗糙、圓潤等紋理）、「滋味」（酸、甜）、甚至是與香水的聯想。這顯

示，音色不只是在全部的感官領域中迴盪，也和所有的感官一起迴盪。在這個迴盪中，感官的相互模

擬和前述的分享(methexis)不可分，也就是它們彼此參與、感染、傳染，比較近似轉喻的鄰近性，而非

隱喻的傳移。 

而法文 timbre（音色）這個字的意義，來自希臘文 tympam（酒神祭祀的鼓）以及閃族語的 top、

tuppim（鼓）。它就像是一種敲擊、舞蹈與聲響迴盪，讓主體得以到來、同時又能夠對自己的到來缺席。

正如德希達所說：「音色、風格與簽名同樣都是對自身的註銷性分割」(Derrida 1972: XIII)。而它們之所

以是相同的，正因為它們彼此之間的共鳴，或它們之間一種轉喻性質的相互比喻。 

如此，音色可以被比喻／形象化為一張撐開的皮的共鳴（或許像祭祀的巫師那樣，會在上面灑酒），

以及這個共鳴在鼓身中空的軀幹裏的擴散。同樣地，一個傾聽的身體的空間不也是一個中空的軀幹，

包覆著一張緊繃的皮，並且從中打開一張嘴巴，而能夠承接並再發出共鳴。 

從外在的敲擊以及內在的喧嘩，這個發出聲響、被賦予聲響的身體，也同時聆聽著彼此共鳴著的

自己和世界。他將為此而焦慮（緊繃），也為此而歡樂（舒張）；他聽著自己為此的焦慮與歡樂，既享受

也憂慮這個讓遠處得以在近身震盪的傾聽。如此一來，這張在他自己發聲腔上緊繃的皮，這個聽著自

己、也透過各種感官從四面八方遠離自己而去聆聽世界的肚皮，並不是節奏性音色的比喻形象，而是

其樣貌本身。這就是我的身體，它透過其感官敲擊，就像以往人們所稱的「靈魂」(â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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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場：聲音的精神分析意涵 

導讀人：黃宗慧教授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主持人：梁孫傑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研讀主題：聲音的精神分析意涵 

日期：106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 

地點：臺師大誠七樓英語學系專題討論室 

書名：Dolar, Mladen. A Voice and Nothing Mor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c2006. 

範圍：Dolar, Mladen. A Voice and Nothing More. Chapters 1-4 

 

Dolar 這本書是從一個帶有刻板印象歧視味道的小故事開始談聲音的複雜性：義大利的士兵聽到長官要

他們開戰的指令時，都按兵不動，因為不是特別驍勇善戰，隔了半天才有人冒出「好美的聲音啊」這樣

的反應，也就是聽不見指令的意義，只把指令當成歌劇一樣欣賞。透過Soldiers, attack! 與What a beautiful 

voice!的差異，Dolar 說明了聲音與意義之間的不協調甚至斷裂，不過 Dolar 這本書要談的是聲音的精

神分析意涵，既不是聲音做為單純的意義傳遞，也不是對聲音如欣賞歌劇般當成戀物，而是第三種路

徑，就是看成是和 gaze 一樣的 object a，是構成主體的內在核心，所以在 army, opera, psychoanalysis 之

間，他要選的就是三，psychoanalysis。  

 

Ch. 1  

聲音既然可以和語言/意符拆開，自然未必要和聽覺有關，聲音可以是聽不到的，甚至聽不到的聲音最

震耳欲聾，因為聲音的缺席，完全的寂靜往往像死亡一樣是最詭奇的。以孟克的畫作《吶喊》來說，拉

岡也曾表示這幅畫所畫出的是寂靜。這個部分上次沈志中老師談 Nancy 時也有提到，就是拉岡如何用

這幅畫來說明，寂靜並非吶喊的無聲背景，並非一般所以為的，吶喊劃破了寂靜；而是，相反地，吶喊

引出了寂靜並消失在寂靜中。配合上次的主題，沈老師是用音樂來補充說明，說「吶喊」讓寂靜具有了

可被標示的無聲音符，就像樂譜上的休止符。譜下音符間寂靜的不只是單純的無聲，反而是聲響的迴

盪更能彰顯出寂靜的特質。至於拉岡的論點，可參考未出版的第十二講座(Seminar XII, 17 Mar. 1965)。

簡單來說，沒有人聽到畫中人在吶喊甚麼，除了由吶喊所創造出來的寂靜。他的吶喊創造了一個讓寂

靜湧入的深淵，周圍的線條看起來是因為他的吶喊而出現共振般的波動，但也可以說是一切，包括吶

喊，都被吸納到這樣的一個寂靜的深淵。所以是吶喊引出了寂靜，Dolar 認為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

這幅畫表現的就是剛才所說的，寂靜和聲音之間的分界是不明確的。稍後我們會看到 Dolar 也繼續用

這幅畫來說明為何我們其時不可能真正找出聲音的所在。而 Zizek 則是延續解釋了拉岡在這裡並沒有

明確提到的 real 的問題，說明寂靜從吶喊萌生的僵局中升起，從而逃離這個僵局是甚麼意思：因為是

無法被符號化的真實引發了吶喊，創造出了上面所說的寂靜，所以 Zizek 認為在這裡我們看到的不是

寂靜被打破，而是寂靜本身打破了真實。寂靜本身就像死亡一樣詭奇，指向了無法符號化的真實的存

在，但也因為暴顯了這個語言失效的真實的向度，等於是讓真實被擾動了，而話語的可能也才產生了。

如果沙特以「林間傳來沙沙的樹葉聲，會讓人覺得自己正在被看」的例子，讓我們發現了觀看（gaze）

與視覺脫勾，也揭露了觀看有視覺無法窮盡的真實面向，那孟克的吶喊就是讓聲音與耳朵脫勾，透過

聽不到的吶喊，揭露無以名之的真實的存在，打破了真實，聽不到的聲音，卻有了語意。 

 

其實一般的狀態下我們根本不會特別注意聲音，聲音指是為了幫助我們了解語意，聲音本身會消失在

這個了解的過程中，就像是維根斯坦的梯子，爬到頂端時梯子就被棄置了。換句話說，聲音總是像有

個箭頭方向似的朝向意義，像是展現了說點甚麼的意志，而因為說的目的就是產生意意，被了解，所

以聲音就變成為了支撐意義而存在，而意義一產生，聲音就消失了，日常生活的經驗也可以印證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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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有在一開始聽別人講話時可能會注意他聲音的特質或特殊的口音，一旦習慣了並且專注於去了

解其中的意義，我們其實就不再真的聽見他的聲音了。透過拆解聲音與意符，Dolar 想分析的是我們如

何因為過度重視聲音所承載的意義而忽略聲音本身，而這其中有著某種從聲音進步到真正重要的意義

之後聲音就可以拋棄的目的論式的觀點，甚至是神學的觀點(就是只有大寫的 Word 才是重要的)，所以

Dolar 要反其道而行，把聲音凸顯出來。其實聲音就像把意符串成意符鏈的那條線，聲音被這些意符的

珠子遮住而看不見，之後到第四章他還會把 enunciation 的概念和倫理的觀點結合，所以我們之後再繼

續解釋。接著 Dolar 要提出的觀點是，沒有一套語言學可以去解釋聲音，而語音學也只是關於聲音的意

符部分的一套語言學，是把有血有肉的聲音化約為這些二元的結構下的符號。以邏輯的方式描述語言

的發音，以有聲/無聲、鼻音、唇音、喉音、摩擦音等等特色的有無，這樣二元區隔的方式加以界定聲

音，這種語音學其實是對聲音的扼殺。 

 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聲音畢竟沒有完全被扼殺，總是會留下沒有因為意義產生就完全被抹除的剩

餘，而那個沒有被抹除的，就是像口音這樣的殘餘。口音讓我們注意到聲音本身，所以也就可能發覺

聲音其實一直支撐著意義的表達，只是往往被我們忽略了(當然口音同時也可能妨礙意義順暢產生)。基

本上聲音就像指紋一樣具有個別特殊性，所以機械的，不具個人特殊性的聲音往往會造成詭奇的效應，

必須附帶一提的是，Dolar 在 22 頁舉了 Hoffman 的睡魔(Sandman)當例子，說例如裡面那個仿真人的角

色 Olympia 的聲音就可以說明這種詭奇，但其實 Freud 認為 Olympia 不是詭奇的來源關鍵，他要建立

的詭奇理論比較是關於童年壓抑的回返，特別是閹割恐懼，所以這裡可能和原意是有點差異的。 

 

Dolar 在說明了沒有一套關於聲音的語言學之後，接著又談但是若要理解非語言的聲音，這又並不是外

於語言學的，這是很典型的解構的做法--語言學不能解釋聲音，但非語言的聲音卻因為能夠表意，所以

可以從語言學的觀點來理解。例如咳嗽或是打嗝看起來都是中斷言說順暢性的聲音，但她舉出了各種

咳嗽可能代表的意義，可能是提醒，打斷，反諷等等，說明咳嗽做為一種 nonsignifying signification 甚

至是表達了最多意義的。正因為咳嗽是非語言的，所以闖入語言中時，我們更會知道這 non-signifying

的聲音是別有意義的。他接著談了嬰兒牙牙學語的聲音以及喊叫聲來談 there is no voice without the other 

(之後這會連結到第四章 ethics 的問題)。  

 Dolar 表示，即使是嬰兒也不是胡亂地發出一些無人能懂的聲音，他們其實已是在向某個對象發出

要求，一開始的哭叫就是最原初的，還無法表達具體陳述內容時的一種發言。至於喊叫，吶喊，如果前

面孟克的吶喊碰觸到的是無法被符號化的真實，這裡要談的則是前符號的真實。還沒有辦法說出完整

陳述的嬰兒會以哭喊做為對他者表達意義的方式，而嬰兒的喊叫也的確會在對方被召喚而做出回應的

時候，被回溯地轉換成一種訴求，被賦予意義(餓了尿布濕了等等)，得到詮釋，所以喊叫可以視為是最

基本功能的一種 speech。 

 第一章最後談到歌聲。在歌聲中可以說是 voice 佔上風，意義相對來說不那麼重要的時刻，但 Dolar

卻要特別強調這也不是這本書要談的 object voice，因為 object voice 是 object a 但歌聲經常會變成 fetish 

object。諸如認為歌聲可以療傷這樣的幻覺，其實就是將歌聲戀物化，而且忽略了聲音的魅力其實正來

自於「傷」（不管是聲音說出便消失的虛幻特性、還是原初對母親聲音的想望與追尋畢竟會以失落告終，

都是傷，是欠缺）而如果傷在精神分析中的意義就是 castration 那麼這種歌聲可以療傷的幻覺也就是對

閹割的拒認。在此 Dolar 把 fetishism 的定義和迷戀歌聲、覺得歌聲可以療傷連結了起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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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2 

 

第二章從這個圖表開始。O 代表的大他者只是意符所在的場域，大他者並沒有訊息要告訴主體，只是

像摩斯密碼般有固定的編碼解碼方式。但是主體的訊息要產生意義又一定需要透過大他者，因為是依

循大他者的編碼方式來構成訊息的。主體自己透過大他者來接收到自己所發送的訊息，這句話就是要

表達這樣的意思。 

這個圖表的重點之一是在於意義如何產生，意符雖持續進行(從 signifier 這頭往 voice 那頭)，但並不是

在進行的過程中每一個意符就即時具有意義，意義是由大他者提供的，是在其中解碼之後，才在斷句

的時刻產生意義，所以說意義是回溯地產生的，意符已經進行到後面了，但前面的意符的意義效應才

經過解碼而由大他者補充提供過來，end-product 才產生，也就是圖表上的 S(O)，所以要懂得斷句才可

能聽得懂意義。語言的規則如果是把否定假設等變化都放在後面，像日文的文法那樣，可能更容易理

解這點，因為有可能前面說了一堆之後，最後才說出「沒有這樣的事」、「我是這樣猜想的啦」之類的，

於是前面每一個意符的意義都是到這一刻才能被決定被重新理解。 

 

 Dolar 用了這個圖表雖然只說了聲音是意符鏈的剩餘物，但補充一下 Van Haute 的解釋，可以呼應

前面對嬰兒哭喊聲的說明： 

 

http://images.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nwe.ufl.edu/~tharpold/courses/fall04/eng4015/images/point-capiton.gif&imgrefurl=http://www.nwe.ufl.edu/~tharpold/courses/fall04/eng4015/index.html&usg=__SDY7J6bF6lzZq45U_6v_npPBO5M=&h=180&w=210&sz=4&hl=zh-TW&start=14&um=1&tbnid=y-u6vO9FkPcP5M:&tbnh=91&tbnw=106&prev=/images?q=Lacan's+graph&um=1&hl=zh-TW&rlz=1T4ADBR_enTW292TW292&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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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體一開始只是三角形所代表的這個 being of needs，就是有些基本的生理需求要被滿足，但如果

不透過語言就不可能被理解。所以這個前語言的主體就像是拋出釣魚竿釣魚的魚夫，因為必須把自己

的意圖需要等等拋出去，像釣魚一樣釣到意符回來，所以嬰兒會哭喊，然後大他者，例如母親，就會去

詮釋他想表達甚麼，也就是說主體必須進入表意鏈，和 Other 有所交集。這和前面的兩個圓圈交集的

圖，或說嬰兒的牙牙學語背後也有個他所訴求的大他者，要說的都是類似的概念。 

 但從這個圖我們也看到代表 being of needs 的三角形拋出魚竿之後就變成另一頭的分裂主體$，這

表示原本只是"mythical intention"這樣的存在，但在進入意符領域之後會得到一個足以代表自己的身分，

儘管這個透過意義的回溯而產生的身分定位也是在意符之間滑動，而不真能由一個特定意符來代表，

因為根據拉岡的說法 The signifier represents the subject for another signifier. 

說話主體在意符與意符的滑動間產生，一個暫時的意符代表主體去因應更多的意符(主體)，但主體的這

種空洞欠缺，卻可以透過聲音而彷彿得到某種實質性(認為我就是說話的主體)。這就是 Dolar 關心的問

題所在了，如此一來，做為剩餘的聲音，豈不是如同德希達所認為的，和 presence 是掛勾的，只有書

寫，或應該說是 trace 才是真正的可以解構存有，本源等概念的剩餘？但從 39 頁開始，Dolar 要拆解的

反而是 voice 和 presence 的連結。他試著論證聲音做為 first manifestation of life(也就是說一生是從嬰兒

的哭叫)，那麼為什麼聽見、辨識自己的聲音沒有成為先於鏡像期的自戀狀態。 

 相較於透過鏡面的反射得到 I see myself seeing myself 帶來的自戀喜悅，聲音欠缺一個反射面，聲

音的發出者同時就成為接收者，如果真透過某個平面反射回來，就是回聲，那已經是延遲了的聲音，

是完全不同的聲音了，所以透過辨識出自己的聲音得到自戀喜悅有根本上的不可能，聲音立即自我感

覺的特色，使它不可能像鏡像自戀結構那樣，拉開一個距離，透過沉思的過程得到喜悅。聲音不但如

此不具有自戀的可能，甚至它自我感覺(auto-affective)的一面正足以摧毀自戀，因為如此即身、靠近但

我們卻無法控制掌握，而聲音甚至可能成為需要精神分析來處理的一個問題，不管是比較常見的，主

體聽見的道德良知發出的聲音(這也是第四章的重點之一)，或是精神病患聽見的，猶如來自他者的聲音，

都是詭奇的，是熟悉又不熟悉的，只是程度不同，但同樣都不是主體可以掌控的(40) 

 

接下來 Dolar 主要的論點是要反駁德希達，指出 phonocentrism 與 logocentrism 的連結是有問題的，也

不應把聲音與書寫對立起來，把前者變成絕對的 presence。他在 42 頁提到聲音這種看似透明，立即，

自我感覺式的存在，其核心卻是一個空洞，聲音基本上是環繞著這個空洞共振的結果，德希達式的解

構把聲音當成 presence 時忽略的正是精神分析想凸顯的，聲音的曖昧與自我解構 (71-73 會再說明聲音

做為 drive)。 

 為了證明聲音的曖昧性，他舉的例子是音樂。把聲音當成 presence的思考是因為聲音被和意義 logos

連結起來，但其實為這個連結是很不穩定的，柏拉圖在 Republic 裡說“The music and the rhythm must 

follow the speech”雖然是要說音樂和節奏要配合著言說，不能脫離意義，但也就等於說了音樂可以脫離

意義，聲音或說音樂，常常是硬生生地被與意義連在一起，而當音樂脫離意義的時候可能就會被當成

危險的吸引力 (其中甚至有性別的意涵，例如缺乏意義的聲音就會被定義為是陰性的)。我自己讀到這

裡的時候其實是在想有些歌的歌詞意義越是不知所云意義薄弱，越會像魔音穿腦一樣想起了旋律就忘

不掉，或許也可以用來說明沒有意義的聲音所產生的吸引力(只是這裡是負面的，像魔咒一樣的吸引力)。 

 45-46 頁則是說明，延伸到樂器上時也有這樣的性別分野，例如可以在轉調上特別自由的笛子這類

的管樂器就被認為是最可能偏離意義的，就被視為是陰性的，或說是適合女性的。(柏拉圖和亞里斯多

德都有類似觀點)。而相對於阿波羅以七弦琴為專屬樂器，酒神專屬的樂器卻是笛子，也是有它的暗示

的，因為笛子就是具有解放/狂放的意涵。Dolar 還表示這可能也因為吹奏笛子這類樂器的時候就不可

能說話，等於是意義的完全退席，所以是危險的。 

 至 52 頁之前，Dolar 都是在延展 music/voice 的曖昧性，但並不是真正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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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比較透過整理一些實證：例如追溯宗教與音樂的關係，引用聖奧古斯汀懺悔錄，說明宗教音樂需要

與 Word/Holy scripture 相連結才不至於變得偏離正道，否則猶如耳朵犯罪 sinning by the ear，必須 rid 

the voice beyond the Word。但正因為宗教音樂在形式上特別傾向於讓聲音成為配合文字、配合宣揚宗教

的工具，越可以看出音樂同時也被當成是危險的。而這樣的狀況其實也有完全逆反的情形，就是也有

些看法認為音樂是唯一可以接近上帝的方式，而且要追求的正是超乎文字的境界，因為受限於文字的

是世俗的、甚至是屬於魔鬼的。於是脫離了 logos 的聲音、或是超乎文字的音樂，到底是屬上帝還是魔

鬼的境界，似乎也變得各說各的，相當模糊，好像可以是超乎凡俗，又可能是無意義的享樂，Dolar 就

以此來推得 phoncentrism 與 logcentrism 的關係不是如此不言自明。如果意義一旦不明，連聲音的性質

該如何定義都不確定，我們還能說聲音是某種形上的存在嗎？ 

 在論證了 voice 與 logos 的關係與其說是穩固的，不如說 voice 所帶入的是 otherness, enjoyment, 

femininity 那一面之後，接著要凸顯的是 voice of the Father 與 logos 的連結也有其內在的矛盾。從 52 頁

開始，Dolar 引用 Reik 對 Freud 圖騰與禁忌中號角的作用的解釋，來說明讓父的律法成立、產生意義的

正是無意義的號角之聲，這彷彿牛吼的聲音代表的是原初部落弒父的儀式中垂死父親的喊叫聲，也昭

告了部落的人從此將遵守父的律法，和上帝達成將完全服從這個律法的契約。號角的聲音是圖騰動物

的聲音，也就是原初父親這個不可能的存在的替代。而從這邊又重申了先前說的聲音是環繞著一個空

洞而共振的精神分析式說法。看似明確的、與律法、意義連結的父的聲音，其實是建立在空洞、無意義

的聲音之上，簡單來說其實就是點出了 Law is Law 的弔詭。 

 Law is Law 這樣 tautological 的宣告本身並無法用 Law 來解釋，是超出律法之外的，但卻也是讓律

法成立的空洞的、無意義的核心，因為無論如何先要承認的都是就是要守法這件事，才有可能接下來

去談法的內容，所以在這個例子裡，如果想要去驅逐缺乏意義的、他者的聲音，等於是要驅逐讓這個

宣告可以成立的基礎，所以這其實是不可能的。(這套說法和 Lacan 所謂 there is no Other of the Other，

沒有關於所有目錄的一套目錄這樣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也就是沒有一個 self-sufficient 的意義系統，律

法也是如此，讓這個完滿幻像可以成立的，是佔住空洞位置的 object voice) 

----------------- 

Ch. 3  

 

拉岡用以表示 object a 位於 subject 與 Other 交集、但又不屬於兩者任何之一的圖，現在被 Dolar 用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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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是聲音將身體與語言連結起來，但這看似明顯的連結關係一樣充滿陷阱，因此有所謂幻覺聲音(或譯

為唯聽)、找不到來源的聲音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Dolar 對 acousmatic voice 這個詞的定義， 

• The acousmatic voice is simply a voice whose source one cannot see, a voice whose origin cannot be 

identified, a voice one cannot place. It is a voice in search of an origin, in search of a body, but even 

whenit finds its body, it turns out that this doesn’t quite work, the voice doesn’t stick to the body. . . .We 

can immediately see that the voice without a body is inherently uncanny, and that the body to which it 

is assigned does not dissipate its haunting effect (60-61).  

 簡單來說，這章在處理這個問題時的小結論，就是沒有身體卻發出聲音是詭奇的，但找到了那個

發出聲音的身體，往往不是覺得不搭(像歐茲國的巫師)，就是依然去除不了聲音鬼魅的效果與感覺。唯

聽也是 Michel Chion 's Acousmatic Voice in Cinema 中的主題，2001 太空漫遊中的超級電腦與希區考克

驚魂記中 Norman 母親的聲音都是這樣的狀態。但唯聽這個詞不是希翁首創的，其實可以追溯到古希臘

哲學家畢達哥拉斯傳授義理的方式。所謂畢達哥拉斯主義事實上是個具有宗教結構的宗派，做為教派

的領導人，傳說畢達哥拉斯會隱身在布幕之後，所有信徒需經歷五年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狀態接受信

仰的傳授，目的是將注意力集中在訊息、聽覺接收與意識的連結，避免視覺對於集中思考可能帶來的

分心干擾。希翁便是循著這個歷史脈絡討論，將所謂沒有音源的聲音狀態進一步闡述，認為唯聽指向

的是當下的感受特色，Dolar 則進一步指出：畢達哥拉斯哲學的起源仰賴著一種劇場式的怦然衝擊：正

是這一套最極簡的裝置定義了這個哲學的劇場性質，作為屏幕的布簾不是為了要被揭開，至少短期之

內不能揭開—哲學變成是演員隱身於幕後的狀態所體現的一種藝術。 

 如此把聲音去身體化之後，聲音好像有了不同的氛圍與權威，變得完全是精神性的，畢達哥拉斯

也因此似乎有某種神聖性。而舊約裡的上帝乃至其他許多宗教儀式裡也都有這樣類似的機制，看不到

或找不出聲音來源，反而讓聲音顯得可能是從任何地方，所有地方發出來的，也因此有了某種全能的

感覺，唯聽就如此和神聖性產生了連結。 

 先前說的 2001 太空漫遊也是如此，在很多片段中找不到發聲來源的超級電腦顯得更神秘有力，而

聞聲不見人--其實本來就不是人的它--確實也殺死了主角之外的太空人們，顯得全知全能，不過剛才放

的片段裡超級電腦的晶片將被拔掉，自然就不是這種全知全能的效果，而且它要求主角不要這麼做的

時候還回憶了以前自己學過的歌，主角刻意讓它唱歌的段落頗有意思，像是要讓從扭曲到消失的聲音

做為某種它功能/生命喪失與否的判別標準，這多少說明了聲音確實會帶來 presence 的幻象，即使面對

人工智慧，我們還是以聲音的有無作為某種存在與否的指標，我覺得這個部分，還有包括回憶自己以

前學過的歌，這種以音樂，情感，連結人性的部分，都蠻可以深入討論的，不過 Dolar 其實並沒有分析

這部影片中聲音的其他意涵，只有著重唯聲這個面向。 

 回到 Dolar，他說直到如收音機，留聲機、電話，錄音機等新媒體出現，因為都具有唯聲的特色，

所以雖然早期這些新媒體曾帶來詭奇的效果，但終究會逐漸被視為稀鬆平常。接著 Dolar 引用了在電

話出現還不很久的年代裡，普魯斯特在 In Search of Lost Time 裡怎麼談電話的聲音，目的是要說明，有

時找到聲音的來源卻不足以縫合身體與聲音的距離，只是讓那種斷裂變得更明顯。普魯斯特曾描述過

與祖母通電話時，電話裡傳來的聲音所造成的那種既遠又近、既標示著對方的不在場卻又如同在身邊

的感覺，讓他覺得聲音像是可以脫離身體而存在的幽靈，這樣的幽靈性質自然也像是對死亡的一種提

醒，讓他想到這聲音可能在未來當祖母真正不在時，再次回訪。另外，過去聽到祖母的聲音時，必然也

意味著見到了她的人，現在卻是透過電話單獨聽到聲音，這種分離讓聲音的一些特色也變得更為明顯，

讓他格外感受到聲音的哀傷，為了將自己從這種鬼魅的不安以及與死亡的聯想中釋放出來，他立刻決

定趕回巴黎，但回去之後的反應是這樣的： 

 

It is as if the presence has been broken, the acousmatic voice has invoked a presence both more re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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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etrievably divided, and finding its missing half, the grandmother in flesh and blood, can only make 

the divide palpable; the impalpable ghost does not vanish but invades the living, he himself a stranger 

in the presence of a strange woman. . . . The voice filled him with yearning to rush back and to embrace 

the body from which it emanated, but all he could find in its place was an old woman he did not know 

(65).  

 

也就是說，看見做為聲音來源的祖母本人，卻也縫合不了這已經被聲音的鬼魅存在所拆開來的，身體

和聲音的距離。 

 在普魯斯特的例子之後 Dolar 繼續以先前略為提到的驚魂記為例，來說明為聲音找到聲源時，我們

往往不是感覺就此把聲音和聲源搭起來了，而是會覺得找到的這個來源和原本有魅惑感的聲音不配。

而驚魂記裡的幻覺聲音是母親的聲音，則被認為正是精神分析對聲音的理解，所有唯聽的聲音如果要

溯源，源頭就是母親的聲音，母親的聲音是嬰兒和外在世界的聯繫，但嬰兒尚無法確聲音來自何方，

而驚魂記就是以恐怖極端的方式凸顯了母親的聲音，聲音其實是從一個空洞，裂縫中發出的，這也就

是為什麼我們其實不可能為聲音找到一個穩固的聲源、或是把某個身體某個人當成就是這個聲音的來

源。於是嬰兒所想望的母親的聲音並不屬於母親自己，讓普魯斯特想見到祖母本人的祖母的聲音，也

不屬祖母自己。就像 gaze 是在 subject 與 Other 的交集之間產生，是 we read our desire into the desire of 

the Other 的結果，所以並不屬於任何一方，聲音也是如此。 

 為了推論出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disacousmatization (69)， Dolar 以先前提到的孟克的畫作吶喊

來做為對照：畫作呈現了一個沒有耳朵的人。他無法靠吶喊企近任何人，也無法被任何人企近，這個

情境剛好可以以「有聲音來源(我們直接看到了吶喊的人)，但找不到聲音」，來反襯前面以電影舉例說

明的，「有聲音，但找不到來源」的現象。也就是說，透過兩相對照，Dolar 要說的是，「找到完全能對

應於聲音的來源」根本上就是某種幻覺。 

 Dolar 指出，其實沒有所謂找到聲音來源這樣的事，發出聲音多少多像是一個腹語術的過程，所以

我們有時會有點荒謬地認為某個聲音不像是眼前這個人發出的，或認為某個人一點也不像是會擁有這

種聲音的樣子，找到的發出聲音的身體和聲音好像總是不搭，像從別處發出來的，這就是腹語術。 

 他接著又用 His Master's Voice 來比擬 voice 與 gaze 的關係。這個很有名的圖像裡面的狗叫 Nipper，

本來是專注聽著留聲機傳來的聲音，好像想弄懂聲音來源，原畫名為 Dog looking at and listening to a 

Phonograph，後來才改名為 His Master's Voice 並且為了要找到刊登的管道，畫裡的留聲機也改成唱盤

式留聲機來配合對方要求，現在則成為 HMV 的商標。這張圖一方面讓 Dolar 可以藉以說明 listening 與

obedience 的關係，也就是「聽話」的雙重意義，另方面 Dolar 還認為畫中抹卻了人的存在，是機器與

動物的蒙太奇拼貼，而 montage 正和拉岡所定義的 drive 不謀而合，因為拉岡曾形容驅力沒頭為尾，如

超現實拼貼一般。但其實 76-77 這裡的比附有些牽強，拉岡將趨利形容於拼貼的說法主要見於第十一

講，一方面要凸顯驅力是沒有 telos 的，不是目的論式的，所以說它沒頭沒尾，另方面也是延續 Freud

的說法，認為驅力和滿足驅力的 object 之間沒有絕對的對應關係，例如並不是性驅力就是生殖器為對

象，而是可以有更自由的配對，又如 oral drive 的 drive object 也可能是任何東西，就像第十一講中用以

說明驅力的那個奶嘴形狀的迴路，只要能讓 drive 不斷地環繞著這個 part object 都可以成為 drive object，

所以才用了拼貼的意象，所以 Dolar 這邊的連結其實有點不必要。 

接著 Dolar 討論，可以如何用拉岡談 gaze 時所引用的廣為人知的典故來解析 His Master's Voice 這

幅圖：前面介紹過這個典故，鳥被 Zeuxis 所畫的栩栩如生的葡萄所騙，但人的觀看涉及的是慾望層次

的問題，所以 Zeuxis 是被 Parrhasios 所畫的簾幕所騙，會想問簾幕後面有甚麼。Dolar 認為留聲機所扮

演的角色乍看像葡萄，因為 Nipper 好像認真在傾聽把主人的聲音忠實再現的留聲機，但 Dolar 說其實

留聲機也是簾幕，因為它遮掩了聲音的來源，而 Nipper 也就因為想知道簾幕後面有甚麼而有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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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zed 的層次，透過這個例子 Dolar 除了是想比較 gaze 與 voice 的相似之外，也在於想導出，聲音

的本質，就是總會被某種可見的事物所屏障/遮掩，也就是回到先前所說的，無法真正找到聲音來源的

結論。聲音雖然看似有某種即時性，不會被甚麼所遮蔽隱藏，但在可見的層次所找到的聲音來源和聲

音之間的不協調，說明了可見的事物本身就相當於遮蔽聲音的簾幕。 

 第三章最後簡略提到聲音的雙重可能，聲音既是加諸他者的權威(例如命令)，但也是將自我暴顯於

他者之前(例如訴求)，所以可能伴隨著羞愧的情感，像是要把私密的內在暴露於他者之前。 

------------------ 

Ch. 4 

這章是要談聲音和道德良知，或說倫理和「聽見聲音」的關係是什麼。花了一些篇幅談論蘇格拉底與

盧梭所尊崇的內在聲音之後，Dolar 連結到看似相反的，強調道德普遍性的康德。雖然蘇格拉底和盧梭

所談的聲音會連結到某種神聖性，聲音像是來自 inner oracle，和刻意排除情感等其他考量，絕對理性

的道德律性很不相同，但 Dolar 表示康德的理性也同樣曾被他視為一種聲音。不過連結了相似之處之

後，Dolar 又點出其中的差異，表示康德的聲音是沒有內容的，是前面所說的 enunciation，它唯一的要

求就是要尊崇理性，沒有其它的內容，下面這段引文把三者的區隔說的很清楚 

 In any case, with Kant the voice acquires a different form: for Socrates, the voice  merely dissuaded 

him from doing wrong (and was reserved for Socrates’ ears  only);  for Rousseau, the divine and natural 

(same thing) voice was the guide  telling every human being how to act, a compass in every situation, provided 

one  lent it an ear; while the Kantian voice does not command or prevent anything, it  neither advises nor 

deters.  

接著康德的理性的聲音就被連結到佛洛伊德，Dolar 認為道德律令或理性的聲音的說法之中，都可以看

到某種 Freud 在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裡面也曾強調的堅持。也就是說，不管是康德的 voice of reason

還是 Freud 的 voice of the intellect 其實都和無意識慾望的運作機制很類似，有著某種堅持。所謂無意識

慾望的堅持也就是拉岡所謂的，不在慾望上讓步。Dolar 這裡的解釋著重的是慾望的不妥協性，他強調

慾望每每在找到了慾望的對象物之後會認為，不是這個，這種不斷繼續的堅持就像理性的聲音雖然不

像超我的聲音那麼刺耳大聲--這點 Dolar 認為 Freud 自己有時也把兩者弄混了--但會堅持要被聽到，所

以 Dolar 把理性的聲音與慾望倫理學連結起來，並且表示如果人沒能聽從理性的聲音，不是因為向慾

望屈服了，反而是因為沒能做到不在慾望上讓步，對慾望不夠堅持。關於康德道德法則的無上命令和

精神分析倫理學的比較，沈志中老師在幾年前的國科會成果發表會專文討論過也已出版，就不細談，

但需要一提的是，不在慾望上讓步除了有 Dolar 所指的，不會因輕易妥協而不再去慾望甚麼，但還有另

一個層次的意義是沈老師的論文強調但這裡沒寫到的，就是精神分析要談的是有所知、有警覺的慾望，

是在慾望的道路上追根究柢，了解自己行事背後的慾望，凸顯出這一點，才能更明白慾望的倫理樣貌

為何和超我不同。再以動保實踐上的所見來舉例，其實如果投入保育的時候不能警覺到自己做這些事

情一定有利己的部分，例如因為自我實踐帶來的成就感等等，就會變成把其他人看成是無知的或道德

上不夠進步的人，這樣是有它的危險的，動物研究現在也出現了對生物中心論或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觀

的檢討，就是因為這類的說法雖然非常生態政治正確，但隱然有一種人在萬物之上，而不是在環境之

中的一種優越心態，變成人用某種就商分級制來決定其他的動物該不該活，哪種該先救，但這樣的取

捨選擇裡，每一步都可能有個人的慾望，如果不能警覺到這點，就會有接下來要說的，服從於超我而

不是理性的聲音這樣的問題。 

 因為要發展理性的聲音是一種 pure enunciation 但又與超我不同的這個面向，所以討論了康德和佛

洛伊德的相似之後，Dolar 又以海德格在 Being and Time 中談到的，先於一切語言，打開倫理可能的

voice 來進一步解釋，說聲音其實是一切責任的核心，因為責任的概念其實就來自於回應某種召喚。海

德格曾定義所謂的 pure call，他說這樣的召喚與形上學的聲音不同，本身是沉默沒有意義的，是讓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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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一個回應的向度，去回應做為純然他者、不能被自我所吸納的聲音。Dolar 認為這樣的 pure call 不

是內在的自言自語，反而是要打破自我存在。但稍後 Dolar 又提及海德格的曖昧，說他一方面把 voice

界定為成沉默的，與 metaphysical presence 無涉的，一方面又視為先於語言存在的 pure origin (如此一

來聲音又成為某種 presence 了)，但這個曖昧他只有點到為止就說沒有辦法繼續處理了。接著 Dolar 繼

續定義 ethical voice 不能有明確的內容。其實他反覆說明的 voice as the object 和 as the signifier 這兩個

面向的差別剛好可以解釋 ethical voice 與 superego 為何不同，ethical voice 是沒有指定內容的，只是一

種不容忽視不容禁聲的聲音。也就是先前說的 pure call，但 superego 著重的卻是意符的層次，是特定

的意義。但如果是如同執行某種 divine voice 叫我們去做的事，這個聲音就是有特定內容的，有一套明

確標準的，而主體就只是執行者而已了，並沒有真正面對自己的倫理責任，這其實和近年來動物倫理

研究談的 responsive ethics 或 contingency 的概念非常類似，不論是 Kelly Oliver 或是 Cary Wolfe 其實都

很強調這樣的看法，雖然動物倫理的議題因為實踐上太容易有邏輯不一致的問題，常常被要求應該提

出一個一貫的說法，否則為什麼狗不能吃豬就能吃等等，讓人不能被說服，也就是認為倫理應該是一

套有具體內容的準則，但強調 contingency 的理論家幾乎都會說如果有準則可以依循那就根本不是倫理

的決定，倫理是依據當下情境所做出的回應，和這裡的說法應該可以相互參照。因為 Dolar 這裡所強調

的，也是道德法則是一句沒有說完的，懸著的句子，是一個沒有陳述內容的開場，主體必須用自己的

決定和行動去完成這個句子。道德律法如果是有指定內容的聲音，那就是 superego 所發出的而不是這

裡要談的倫理。superego 的存在像 Other of the Other 並且有極具施虐的特色，往往設定了某個高道德標

準，指定我們某個方向，但嚴苛的程度又讓主體永遠處在達不到的階段，所以會感到罪惡，但我們也

在無意識中享受著自我譴責與失敗。這就是精神分析何以會說超我是猥褻的的原因所在。  

 Freud 談到超我概念的時候也曾經說過，有些人我們明明覺得他們已經像聖人了，但他們卻還是常

常在自我檢討自我譴責，這其實是因為他們壓抑了各種慾望來符合高道德標準，因為超我的要求是無

止盡的，所以結果只能越來越壓抑，後來甚至根本沒有做甚麼踰矩的行為，卻會連產生念頭都感覺罪

惡，超我帶來的就是這樣的惡性循環，是一種 bad infinity(never get enough)，Dolar 這裡就是繼續發展

這樣的觀點，表示如果人因為律法太嚴苛而產生了逾越行為，反而會從中得到快感，但這種逾越並不

會動搖大他者的權威，反而是更穩固大他者的律法，因為主體會像是偶而嘗到甜頭得到補償一樣，平

常會更心甘情願地服從 

 不過 Dolar 也承認 superego 與 ethical voice 兩者的區隔非常不明，ethical voice 很可能也會因產生

固定的內容而變成與來自超我的聲音無異，但至少在前四章中，他沒有談那麼關鍵在哪裡，倫理的聲

音如何可以不變得產生固定陳述內容。第四張最後回到用一開始 money or life?這個圖來說明何以 ethical 

voice 是 pure enunciation:  

 

 

倫理的聲音同樣是在主體與大他者兩者交界之處產生，但不單獨屬於任何一者，因為如果屬於 Other 就

變成有具體內容的，拉岡所謂的 fat voice 了 

  



 60 

第十場：「僅此一聲，別無他物」? –從佛洛伊德的聲音和卡夫卡的聲音談聲音的界/線 

導讀人：李秀娟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主持人：蔡秀枝教授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地點：臺師大誠七樓英語學系專題討論室 

日期：106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六 

研讀主題：「僅此一聲，別無他物」? – 從佛洛伊德的聲音和卡夫卡的聲音談聲音的界/線 

書名：Dolar, Mladen. A Voice and Nothing Mo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c2006. 

範圍：Dolar, Mladen. A Voice and Nothing More. Chapters 5-7 

 

 

今天我們要繼續讀 Mladen Dolar 2006 年出版的這一本關於「聲音」的著作：A Voice and Nothing More。

10/21 日黃宗慧老師已經為我們導讀了前四章，今天我會將重點放五、六、七章，它們的標題分別是第五

章「聲音的政治」、第六章「佛洛伊德的聲音」、與第七章「卡夫卡的聲音」。 

 

不過，在進入這三章之前，我想先回到 Dolar 這本書的一開頭，Dolar 在前言裡講的一則笑話： 

 

一群義大利士兵在戰場上，戰火方酣。這時，司令官下達攻擊的指令：「將士們，衝吧!」

因為故事是在發生在戰火喧囂之中，為了要讓聲音能傳送到每名士兵的耳中，這位司令

官可是用最嘹亮、最清楚的聲音下達命令的；不過，命令是下達了，士兵卻毫無動靜。

這時候，司令官只好下達第二次命令：「將士們，衝吧!」可是四周還是一片寂靜，所有

的士兵依然紋風未動；因為在笑話中所有事情都必須發生三次，所以司令官只好第三度

下達命令，這一次終於有人回應了：從戰壕中，他聽到一個微小的、充滿感激崇拜的聲

音對他說道：「多美的聲音啊!」 

 

這個笑話的梗，上次黃宗慧老師已經講得很清楚了:笑話中被嘲弄的對象有(1) 義大利士兵不夠驍勇

善戰；(2)義大利人熱愛歌劇美聲。 

 

不過 Dolar 把這個笑話拿來當作一部討論「聲音」的學術著作的開端，他的用意，除了博君一粲，當

然是要他的讀者，把這則笑話當成不只是一則笑話來讀。Dolar 自己將這則笑話讀成一個「召喚失敗」

(failed interpellation)的故事：司令官嘹亮清楚的聲音「將士們，衝吧!」，原本打算作為意義載體，傳達作

戰指令，但是它意義承載的功能在故事中失效了；而其中一名士兵，在這個指令重複三次之後，進而不

從語言表意的功能，而從聲音美學的功能，對這個聲音表示讚賞。Dolar 告訴我們，這個故事傳達了話語

中聲音和意義可能分裂的事實。他從故事裡歸納出兩種呈現(或理解)聲音的方式：(1)聲音可能作為意義

的載體，和話語中的意義無縫連結 [這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我們所謂「理想」的溝通狀態] ; 可是(2) 聲

音也有可能和表意系統分離，單獨存在，成為一種具美學價值的物件。不過，Dolar 繼續說，這兩種呈現

或理解聲音的方式，都還不是他這本書要討論的那一種聲音，他因此提出了聲音的第三種型式，也就是

voice as object —「作為物件的聲音」。他還特別強調，雖然具有美學功能的聲音也是一種物件，但是此物

件非彼物件：作為美學的聲音是一種 fetish object—物化的聲音，而 voice as object，則是另一種他在 A 

Voice and Nothing More 這一本書中要追尋的聲音。 

 

Dolar 在這裡粗略的將聲音分成三類：表意的聲音、美學的聲音、與作為物件的聲音。這樣的分類，

將 voice as object，也就是作為物件的聲音，暫時放到了表意聲音與美學聲音的外面。當然，這樣把「作

為物件的聲音」當成一個表意系統之外的物件，是有理論依據的。上次黃宗慧老師用拉岡的「慾望圖解」

之二(the graph of desire)來說明聲音在表意系統中的結構位置：代表個人意念的拋物線，穿過代表意符鍊

具有時間向度的橫軸；在這個過程中，沒有辦法和意符結合，被收納成為意義的部分，就以聲音的形式

在意符鍊終止的那一端 [即畫面的右端]冒現。 

 

慾望圖解 II 告訴我們 voice as object 基本上是主體發出聲音之後，這個聲音在進入語言溝通系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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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義的同時，衍生而來的殘餘物；「作為物件的聲音」在慾望圖解中的結構位置，因此是在整個意義縫

合過程的最終端。我們也可以引用 Dolar 的話： 

 

[Voice as object] is a non-signifying remainder resistant to the signifying operations, a leftover 

heterogeneous to structural logic. (36)  

 
Dolar 所謂的 “structural logic” —結構邏輯—指的可以是語言系統、意識形態系統、或就說是廣義的表意

系統的邏輯。Dolar 用“non-signifying remainder”以及 “heterogeneous” 兩個詞彙，說明「作為物件的聲音」

是聲音超出表意侷限，聲音溢出意義的那個 “non-signifying” —非表意、無意義的部分。Dolar 著作的標

題「a voice and nothing more」—「僅此一聲，別無內容」，也在說明 object voice 作為沒有表意內容、一

個單數聲音的性質。 

 
 當然，如果這樣講，大家還是覺得很理論、很抽象的話，其實我們可以想一下，在日常生活中，話

語的溝通本來就很少是完美的。除了剛剛笑話中那個比較誇張的「召喚失敗」範例，我們在聽話的過程

中，不經常都是「有聽沒有懂」嗎? 或是，明明別人的話語看起來就很清楚了，可是我們卻總是覺得說

話的人的意思，一定不是像字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一定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想一想簡單如「我愛

你」三個字，在表意的過程，能創造出多大的麻煩，就可以理解這個論點了。voice as object—也就是作

為物件的聲音，冒現於我們覺得沒有完全聽懂、沒有完全看到，也就是當我們疑神疑鬼的時候。當然這

是從聽話者的角度來理解 voice as object。我們也可以試著從說話者的角度來理解「作為物件的聲音」。

其實，當我稱呼這逸出言語表意系統的聲音為「作為物件的聲音」時，我們已經在暗示一個與 voice as 

object 相對的概念，也就是 voice from the subject—「發自於主體的聲音」。聲音，在一般理解中，不就應

該是屬於說話的人的嗎? 聲音在所謂「正常」的情況之下，不是應該與主體合為一嗎?打電話的時候，因

為看不見對方，我們會問: who’s speaking? 接電話的人回：It’s me；透過這樣的對話，我們就能確定在電

話那一頭聲音的歸屬；或是，我們常常提到「自我的聲音」這個概念。比方說，我們會認為創作時若是

沒有屬於「自我獨特的聲音」，就不算是成功的作品。而順著這樣的邏輯推論下來，「作為物件的聲音」，

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脫離主體控制的聲音。object as voice 換句話說不只是一種「離題」(脫離主題)的聲

音，也是一種「離體」(「脫離身體」)的聲音 (disembodied voice)。 

 

稍後我會再分別討論「佛洛伊德的聲音」和「卡夫卡的聲音」，現在就先將注意力放在今天的導讀講

題中「聲音的界/線」這個概念上。 

 

在「聲音的界/線」這五個字當中，透過「界」(terrain; territory; border; limit)這個字，我要思考的是

聲音所在的位置、佔居的場域、它的邊界或界限。與意義密合的聲音，位置經常隱沒在意義之下，就像

日常溝通時，聽者專注於講話者傳達的意義，所以講話者的聲音暫時是聽不到的。而作為美學功能的聲

音，聲音當然就佔據聆聽過程中主角的位置了。但是美學的聲音被聽見的，經常是它的物理性質：音準

度、和弦的飽滿度、音色的乾淨度、節拍的準確度等等。討論聲音的位置和領域時，表意的聲音和美學

的聲音看起來都不是問題，唯獨有問題的是「作為物件的聲音」；我們究竟應該要將「作為物件的聲音」

擺放在我們的認知或想像系統中哪一個位置呢? 

 

剛才已經提到，無論是將「作為物件的聲音」想成是意義縫合過程的殘留，或是脫離說話主體的聲

音，都是將 voice as object 放在表意系統和主體形構（subjective embodiment）的外面；「物件聲音」(object 

voice)像是被象徵建置系統 (the symbolic order)「排除在外」的一種聲音。這裡的問題是，若僅僅將「作

為物件的聲音」想成是一種逸出語言表意系統的聲音，就沒有辦法理解拉岡提到的「物件聲音」另一項

重要特質。拉岡在講座第 11 講(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提出「作為物件的聲音」這

個概念時，並不僅僅指出 voice as object 作為無意義的聲音殘留、標誌自我或意義建構時的盲點或汙點

這樣的位置，他更指出了 object voice 參與意義建構的面向，也就是「物件聲音」作為「cause」 (原因)的

概念。拉岡用一句很簡單的話來說明 cause 這個概念： 

 

There’s a cause only in something that doesn’t work. (FFC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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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岡理論中，表意系統發生斷裂，有了缺漏，聲音因此浮現，但是「作為物件的聲音」不僅僅是

表意系統運作失敗產生的結果，它更成為一個 cause，因果關係中的「因」，一個促使更多意義產生的新

的開端。「cause」這個字或者可以直譯為「原因」，但我更想要把它翻譯為「引子」(trigger)，而這也就是

我在「聲音的界/線」中要強調的那個「線」字。「作為物件的聲音」是一個引子，是一條線的開端，它不

再只是彰顯意義斷裂、本身毫無內容的殘留物，更是所有意義翻新的結構性源頭。而這樣的想法，也將

「作為物件的聲音」在表意系統中的位置，從被排除在外移轉到意義的核心源頭。 

 

拉岡用一個像甜甜圈一樣的「環圈體」（torus）圖示，說明這個既被排除在外，又位居核心源頭的矛

盾位置。Dolar 也關注了聲音同時作為「音與因」的特質；他引用了阿岡本「裸命」（bare life）這個概念

來說明聲音的矛盾位置：聲音一如裸命，既被排除在外，其存在的事實，卻又是意義系統或政治威權統

系運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聲音和裸命，都佔據了一個既被排除在外，又同時被包涵在內(inclusive 

exclusion)的位置。在此我想要引用一段 Dolar 在第五章「聲音的政治」裡的文字： 

 

Voice is like bare life, something that is supposedly exterior to the political, while logos is the 

counterpart of polis, of social life ruled by laws and the common good. But the whole point [of 

Agamben’s book] is … that there is no such simple externality: the basic structure, the topology 

of the political, is for Agamben that of an “inclusive exclusion” of naked life. This very 

exclusion places zoe in a central and paradoxical place; the exclusion falls into interiority…. 

This then, yet again, puts the voice in a most peculiar and paradoxical position: the topology of 

extimacy, the simultaneous inclusion/exclusion, which retains the excluded at its core. (106) 

 
阿岡本所謂的「裸命」，沒有資格成為公民、或是成為任何具身分、被認可的政治主體，但是政治體系絕

對的權威，其實也就建立在像「裸命」一般，任人宰割的存在之上。上次黃宗慧老師提到，拉岡在討論

個體進入大他者的過程，就像是經歷了一個「要錢或是要命」的選擇。選了命，就成為大他者統御範疇

中的主體(subject)，獲得政治上的身分、名號，而付出的代價就是失去了錢：「錢」在此或許可以暫時理

解為「自我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弔詭的是，裸命沒有政治上的身分或名號，生命隨時岌岌可危，那

麼，在要錢要命的選擇中，他們算是選了錢嗎? 還是，從裸命雖然被排除在大他者之外，但終究無法逃

離大他者霸權的例子，我們看清了「要錢或要命」基本上就是一個假的選擇?因為根本沒有「錢」(主體性)

這個選項，若是不選擇「命」，就只能像裸命一樣待在 inclusive exclusion 這樣的位置—被包覆在內的排

除在外。 

 

從裸命的討論回到對聲音的討論，Dolar 在「聲音的政治」這一章裡延伸拉岡 object voice as cause—

「作為物件的聲音」既被排除在外，又成為原因起點的說法，提出了一些有趣的例子：像是獨裁者的聲

音，往往是在獨裁者隱身不見，只有聲音出現，而且越是沒有人聽懂的聲音，就越具絕對威權；另外，

Dolar 也提到，在許多儀式性的場合，包括婚禮、喪禮、法庭、就職典禮等，在這些場合裡，要使用的文

字大家早已經知道了，但還是必須行禮如儀，在儀式中透過聲音重複搬演而產生法律或行為上的效力。

這裡的聲音不是為了傳遞意義，而是為了聲音本身召喚出來的效力（performing effects）。另外，像 superego

的聲音、或是像精神病患聽到的聲音，也都接近這一種以「沒有內容的物件聲音」，為意義系統的權力核

心背書。 

 

Dolar 的這些討論，我覺得都非常有趣，不過我也注意到，Dolar 在延伸聲音作為 cause，以原音作為

原因這個概念時，雖然關照了 object voice 與表意系統的矛盾關係，卻一直都沒有深入討論 object voice

對表意過程具顛覆性的建構力量。一般我們談顛覆性，好像都傾向於談「顛覆性的解構力量」(subversive 

deconstruction)，不過，我認為 object voice 其實具有具「顛覆性的建構力量」(subversive construction)。為

了要解釋這個具顛覆性的建構力量，我想要試著用不同視角，重讀一次剛剛那個發生在義大利戰場上的

故事(或笑話)。 

 

剛剛提到 Dolar 在解釋這個故事時，他著眼於三個聲音被定錨的時間點：第一個時間點是司令官發

出「將士們，衝吧!」這個指令時，聲音還黏合於語言表意系統的時間點；第二個時間點是士兵發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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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聲音啊！」這個讚嘆時，也就是聲音與美學系統黏合的時間點；而第三個時間點，就是 Dolar 在他

的書中討論這個故事時，提出在表意與美學之「外」，還有第三種聲音形式 voice as object 的那個時間點。

而我在這裡重讀這個故事，我想做的，簡單的說，就是用聲音作為「線」 (thread; line; linkage)的概念，

去連結也打亂 Dolar 的三個時間點。 

 
仔細推敲，這個故事值得注意的地方，除了司令官發號司令的第一刻，以及士兵發出讚嘆之聲的那

一刻，其實還有這兩個時間點之間，那一段聲音迴盪，但聲音明顯與意義脫了鉤的時間。我們是不是可

以將這一段介於發號司令與獲得回應的時間想成「作為物件的聲音」的場域? 是不是可以將這一段時間，

想成「作為物件的聲音」介入語言溝通系統，進行顛覆性建構的時間呢? 事實上，當第一次攻擊指令發

出，四周圍的士兵卻紋風未動時，聲音就已經從語言表意系統游離出來，成為一個「作為物件的聲音」；

接下來，笑話中三次才算數的原則，剛好給了這個 object voice 更多迴盪的時間；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攻擊

指令，像「回聲」一樣，以「回聲」的姿態，一次再一次騷動表意系統，直到「多美的聲音啊！」這個

回應暫時地將這個迴盪中的聲音，定錨在音樂美學的範疇。 

 

在這裡，object voice 以「回聲」的姿態出現，而「回聲」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希臘羅馬神話中 Echo

和 Narcisuss 的故事。Echo 在故事剛開始時，其實是一個很愛說話，很 noisy 的女人。正因為她太愛說話，

也太愛在不該說話的時候說話，才會惹惱宙斯的太太希拉，被處罰不再擁有自己的聲音，只能重複別人

的話語，而後來 Echo 在與 Narcissus 戀情受挫後，Echo 日漸消瘦，最後她的身體整個消失了，「回聲」

於是成了如假包換的「去主體」、「無身體」的聲音。有趣的是，回聲的故事並沒有停在 Echo 被動的被處

罰、被放逐的悲劇，這個故事發展到最後，我們看到的反而是「回聲」無所不在，隨時隨地騷動每一個

說話者的自我和表意疆界。關於「回聲」的故事，Dolar 說了一句很引人深思的話： 

 

Narcissus cannot bear Echo’s voice is not only that she cannot initiate her speech but that she turns 

his voice into the other. (40)  

  

Echo 會惹惱 Narcisuss，不是因為 Echo 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是 Echo 老是將 Narcissus 的聲音變成鬼

魅一般，從外面再傳回到 Narcissus 的耳朵中。想想看，Narcissus 是如此自戀的人，他如何能忍受自己的

聲音變成另一種聲音，再傳回自己耳中？「回聲」不是自閉的聲音，它不斷回應別人，向外伸出觸角，

渴望建立關係，為自己飄浮的聲音重新找到定錨的機會。事實上，聲音這個字的拉丁字源 voix、vocare 

本身就有召喚、喚出的意義。沈志中老師導讀 Jean-Luc Nancy 的時候，也提出聲響的引申功能；他提到

聲響透過震盪，不斷對外界伸出「尾足與觸鬚」。在這裡，我用「回聲迴盪」的概念重讀 Dolar 義大利戰

場的這一則故事，除了想再次強調聲音，特別是作為物件的聲音，召喚與引申的功能，我更想透過對 object 

voice as cause (物件聲音作為原因)，以及 object voice with resonances (充滿回聲的物件聲音) 的詮釋，重

新思考聲音的「疆界」：不把聲音想成是固定在一處的物件，而去彰顯聲音飄浮不定，從一種聲音變成另

一種聲音，執意於關係建立與意義重新建構的特色。換句話說，這則義大利戰場的故事，不只提示我們

聲音有不同的形式與用處，還可以幫助我們思考聲音跨界的能力。或許我們可以說：聲音從發出到獲得

回應的過程，聲音在還沒有固著其位置之前迴盪的時間，正是聲音發揮情動力與影響力的時間，作為引

子的聲音是一種 cause，一種「原因/原音/因緣/姻緣」。 

 
稍後在討論精神分析臨床治療的語言時，我還會回到 voice as cause, voice as resonances 的概念，思

考聲音的情動力與感染力。我在此就先進入這本書的第七章: 佛洛伊德的聲音。 

 
雖然「作為物件的聲音」這個概念是拉岡提出來的，但是精神分析從一開始，就已經關注聲音了，

Dolar 因此試著在這一章，像拉岡一樣，回歸佛洛伊德。 

 

精神分析是一個仰賴聲音的領域，「talking cure 言談治療」讓精神分析的療程，成為聲音與話語的劇

場。Dolar 提到三種強調聲音的職業，分別是政治、教育與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過程處處都是聲音：生

之驅力(eros)帶來生命的喧囂、死亡驅力(death drive)引導我們走向一片寂靜；夢境雖然以視覺呈現為主，

但是幻想(fantasy)就是以聽覺為中心；潛意識絮絮叨叨，說著讓人聽不懂的胡言亂語(lalangue)，而歇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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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病患或是失聲、或是不願說、或是發出沒有意義的聲響，甚至說起身邊的人聽不懂的外國語；而在

這些之外，當然還有精神分析師自己的聲音。 

 

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第二章裡有個著名的夢例：〈艾瑪的注射〉，這是佛洛伊德自己的夢。佛洛

伊德幫自己解夢，指出作這個夢的動機，是為了化解他作為精神分析師，面對的種種職業焦慮。那麼，

精神分析師在焦慮些什麼呢? 這可能包括病人無法順利治癒，不確定自己的診斷與治療方式是否正確、

不確定自己對病人的關心是否超出適當的醫病界線；另外，精神分析師同業對他有微詞、病人家屬對他

不信任；當然，還有病人本身的抗拒。在〈艾瑪的注射〉這個夢例中，跟這些焦慮相關的種種，透過移

轉、借代、濃縮都進入了佛洛伊德的夢境。艾瑪是佛洛伊德棘手的病患，在夢境中，她先是被佛洛伊德

較滿意的病患取代；而最有趣的—也是與聲音相關的—是她在夢中的病症，轉變成與發聲有關的喉嚨痛

與喉嚨阻塞。佛洛伊德在夢中必須檢查艾瑪的喉嚨，而夢中的艾瑪在稍示拒絕後「張大嘴巴」，接受檢查。

佛洛伊德分析這個夢，關於喉嚨痛與喉嚨阻塞的症狀，他說：「我很奇怪我為什麼在夢中選擇了這些症狀，

至今仍想不出任何理由」。而對於夢中的艾瑪「張大嘴巴」這個意象，佛洛伊德表示這應該代表夢中的艾

瑪比真實的艾瑪，更願意與他合作。佛洛伊德說：「所以她會張大嘴巴：比起[真實的]艾瑪，她會對我透

露更多訊息。」 

 
熟悉佛洛伊德解夢原則的人，都知道作夢的人想不出來如何分析、或是略過不分析的細節，往往才

是夢境通往潛意識慾望的關鍵。而根據這個解夢原則，佛洛伊德想不出理由來分析自己為什麼選擇了「喉

嚨痛與喉嚨阻塞的症狀」，似乎暗示他對於發聲器官、以及對於病人(或是他自己)能否順利發聲這件事的

在意。而對於「張大嘴巴」這個意象，佛洛伊德順著夢境是願望實現的邏輯，將這個意象正面地讀成被

分析者願意吐露更多實情。但是，若是這裡病患只是張大嘴巴，而沒有連貫性的話語傳遞出來呢？事實

上，在夢境裡，艾瑪張大嘴巴是接受檢查，她真的沒有發出聲音。而這樣一個張大嘴巴，但沒有聲音發

出來的意象，讓我又不禁想起孟克的「吶喊」—這幅在我們的聲音讀書會中已經出現很多次的畫作：畫

中的人物，不正是張大嘴巴但是沒有發出聲音來嗎？會不會從喉嚨痛和喉嚨阻塞的症狀，到艾瑪張大嘴

巴（但沒有發出聲音），都反映著佛洛伊德作為精神分析師，害怕聽不到病人的聲音、自己也說不出話來

的焦慮？ 

 
的確，聲音發不發得出、聽不聽得到，會帶來多少表意語言與物件聲音的糾結，是精神分析臨床治

療關心的事。在「佛洛伊德的聲音」這一章，Dolar 也討論了一則佛洛伊德的夢，這次，夢境的重點在於

「聽」。Dolar 在他的討論中引述了佛洛伊德的夢和分析： 

 

In a confused dream of my own of some length, whose central point seemed to be a sea voyage, 

it appeared that the next stopping place was called “Hearsing,”…”Hearsing” was a compound. 

One part of it was derived from the names of places on the suburban railway near Vienna, which 

so often end in “ing”: Hietzing, Liesing, Mödling…The other part was derived from the English 

word “hearsay.” (qtd. in Dolar 143) 

 

Dolar 認為 Hearsing 這個字，融合了 hear(聽)、sing(唱)、hearsay（[道]聽[塗]說）、還有 hearsing(聽唱)，

精簡地表達了潛意識發聲、與分析師的聆聽方式。容我再引用一段 Dolar 的文字： 

 

The element of singing in saying, that which does not contribute to signification, is the stuff that 

enables the flash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unconscious. Analysis is always based on “hearsay”—

what else does the analysis do but hear people say?—but the point is that inside the hearsay one 

should lend an ear to hearsing, to give hearsing a hearing. (143) 

 

分析師不只要能 hear say(聽說)—即聽有意義內容的聲音，還要能 hear sing(聽唱)—也就是聽沒有意義內

容的潛意識的聲音。換句話說，精神分析師要聽到的，是表意語言與「作為物件的聲音」的糾結；或是，

說得更準確一些，精神分析師的任務，就是要去策動表意語言與物件聲音的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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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ar 也提到，來自於潛意識「作為物件的聲音」，最簡單的形式，就是一個打斷意義流動 click，一

個找不到聲音來源的「喀達」怪聲。收錄在《歇斯底里研究》這一本書中，佛洛伊德有一個病例，她的

病症之一，就是在看似正常的言語溝通過程中，口腔不時會發出無意義、也無法自主控制的啪搭聲，有

時伴隨口吃，甚至會進一步大喊「不要講話、保持安靜」，從而打斷了自己的談話。事實上，在精神分析

過程中，來自於潛意識的物件聲音，不僅僅透過被分析者的症狀出沒，分析師在被分析者滔滔不絕，談

話已經落入表意系統的既定格局時，也要適時用咳嗽、打嗝、發問、或是不尋常的沉默，打破話語的連

貫性與達意性，幫助被分析者的語音保持意義浮動，以延長物件聲音帶來情動力與影響力的時間。 

 

此外，在描述精神分析的語言時，Dolar 還提到 lalangue 這個概念。Lalangue 是 Lacan 自創的詞彙，

由法文中陰性的定冠詞 la，接上名詞 langue(語言)。拉岡用 lalague 這個自創字表達語言中岐出意義的面

向，通常是利用同音異義字的串接或互換，還原語言在文法與字彙結構之外，多義、意義浮動的基底。

Lalangue 在口誤(slips of tougue)或雙關語的使用中俯拾即是。而在今天的整個導讀中，我已經多次刻意使

用 lalangue 的邏輯來思考：像是我說 object as voice 不只「離題」(脫離主題)，並且「離體」(「脫離身

體」)；我說 cause 包含了原因/原音/因緣/姻緣等不同意義。在劉紀蕙、廖朝陽、黃宗慧、龔卓軍一起翻

譯的中文版《拉岡精神分析詞彙》（2009）中，lalangue 這個字譯為「元語言」，不過，我自己倒是希望能

把這個字譯成「語元」，取其和語言的諧音；當然，若我們再跟隨著 lalangue 的邏輯，「語元」這個詞又

可以被聯想成語原(指出 lalangue 作為語言原點、原貌的特性)或語緣（凸顯 lalangue 作為引子、建立關係

的特質）。 

 

關於精神分析的聲音，我最後想提的是幻想的聲音(the voice of fantasy)。拉岡將 fantasy（幻想）的符

號式寫成 s<>a，所以 fantasy 的產生總是與物件，特別是作為物件的聲音有關。Dolar 歸納 fantasy 這個概

念的兩個重點： 

 

[F]irst, the voice, the noise, things heard, are at the core of the formation of fantasy; a fantasy is a 

confabulation built around the sonorous kernel…. Second, and most important, there is a 

temporality, a specific time-loop, which Freud never tires of mentioning: the time-lag between 

percep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re is a voice which constitutes an enigma and a trauma because 

it persists without being understood, there is a time of subjectivation which is precisely the time 

between hearing the voice and understanding it—and this is the time of fantasy.（136） 

 

原初幻想與母親的聲音、父親的命令、閹割的威脅等等口語表達相關。但更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幻想的

時間性。幻想不是一個固著的內容，而是針對聽不懂，或聽起來似懂非懂的語音，提出解釋，暫定的答

案。嬰幼兒聽見母親的聲音，父親的話語，慢慢去摸索母親到底要什麼，父親究竟希望他成為什麼樣的

人；長大之後，來自於生活周遭的各種言論、各種雜音，也常常讓一個人陷入一個究竟我應該做什麼、

如何作，我是誰、或該成為誰等等疑問。在拉岡的慾望圖解 III，幻想的位置，就在於 Che Voui 這個問題

的開口。Che Voui 是一個問句，義大利文，意思是 what do you want? 是個人向大他者的提問：在圖解中，

個人的意念再次穿過代表象徵建置的意符鍊這個具有時間向度的的橫軸，在過程中部分意念被定錨為意

義，象徵建置消化不了的部分最先衍生的殘餘物就是聲音，而聲音因為超出意義，令人不解，就幻化成

疑問，而幻想的努力就是去嘗試給予這些問題暫時性的答案。 

 

這是為什麼 Dolar 說幻想的時間就是理解的時間，而精神分析治療的時間也因此可以被理解為一個

不斷置換幻想的時間。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讓被分析者在表意語言與物件聲音的交鋒與糾結當中，獲

得幻想跨越、慾望轉向的機會。 

 

談了那麼多理論之後，還有一點時間，可以進到 Dolar 這本書的第七章，所討論幾個卡夫卡的故事，

看看卡夫卡的故事可以跟物件聲音與精神分析裡的聲音產生什麼樣的對話。Dolar 提到了好幾個卡夫卡

的故事，我想就先討論“Before the Law” (法律之前)： 

 

法律之前站著一位門房。一名男子走上前來，要求要進入法律之門。 

門房告訴這名男子：現在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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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想了想，問道：那稍後可以嗎? 

門房回答：有可能。但是現在不行。 

事實上，這扇法律之門是敞開著的，所以男子忍不就站在門外向內窺探。 

門房說話了：你若真的想進去，你其實也可以不聽我。只是，你以為我有權力，可是我

其實是最卑微的那個門房了，你往裡走，裡面還有一層一層的門，門房會

一個比一個可怕。 

男子沒想到進個法律之門還會有層層的危險，就決定留下來等待了。 

 

門房很好心，給男子搬了個凳子。只是這麼一等，好幾天好幾年就過去了。兩個人之間

有時有些無關緊要的對話，可是講到最後的結論總是時間未到。這期間，男子將他身上

有價值的東西都給了門房，想要賄賂他；他甚至將自己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門房身上，

視門房為唯一擋在他與法律之門中間的障礙物。到最後，他甚至研究這個門房研究到連

對他衣領上的跳蚤都瞭如指掌，甚至，他拜託這些跳蚤們幫幫他的忙，去幫忙改變門房

的心意。 

 

然後，更多年頭過去了。男子已經老到身子難以動彈。積累了這麼多年的經驗，男子終

於想要問一個問題。 

門房問：你還真貪心不足耶，你想問什麼? 

男子撐著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口氣，問道：每個人都想進入法律之門。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就只有我在這裡苦等? 

 

門房知道男子的生命已經走到了終點，他知道男子的耳朵就快聽不見了，為了要他聽見，

他大聲嚷著：除了你，沒有人會由這裏進入法律之門的，這是為你設的門，現在我要關

門了。 

 

關於這個故事，以下提出幾點討論： 

 

1、裸命的理論：男子站在裸命的位置，雖然站在法律之門外面，卻依然受到極權法律的挾持；所以男子

的位置，其實就是一個裸命的 inclusive exclusion 的位置。 

 

2、門房究竟是用什麼發法挾持故事中的男子?門房看起來不特別凶狠有力，甚至於他自己承認自己是最

無力、最卑微的門房；他的身體和他的聲音，在這故事中發揮的是「障眼」(veil)的功用，他只拿出一個

veil，卻可以說服男子他的後面有更有力的門房。這讓我們想起拉岡提過的人和鳥的不同：鳥只會被栩栩

如生的葡萄所騙，人卻會被一張什麼都沒有的簾幕所騙，因為只有人會想像出簾幕後面令人垂涎欲滴的

葡萄。  

 

3、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能要接著問，那男子為什麼一定要相信門房的話? 的確，按照我這裡的邏輯

推論下來，男子本來就不一定要相信門房。假如男子能將門房的話當成「物件的聲音」，不要聽懂他 (或

假裝聽不懂)，不臣服於他的命令，是不是就可以不受這門房聲音的挾持? 

 

4、為什麼卡夫卡的故事最後提到 the door is made only for the man? 可見這扇法律之門，只是男子個人的

fantasy。男子敗在於他太相信門房了，他將門房的話當成了他幻想的中心。或許與其說男子是被法律之

門挾持，或被門房挾持，還不如說男子是被自己的幻想挾持了。 

 

Dolar 在書中思考逃開律法挾持的議題，他又討論了幾個卡夫卡的寓言故事。其中一個是 Ulysses 對

抗 Sirens (人頭鳥身，有銷魂的歌聲的賽倫)的故事。標題是 “The Silence of the Sirens”： 

 

要對抗賽倫歌聲的魔力，一般人都會用蠟塞住耳朵，還有人會將自己綁在船上；不過，大

家也都知道這是沒有用的。賽倫的聲音能穿透一切，而且，那歌聲銷魂的力量，足以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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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腎上腺高漲，獲得超人的力量去掙脫身上所有枷鎖束縛。不過，尤里西斯完全不去想

這些了，他天真地相信自己準備的耳塞和繩索。 

 

當然，若說尤里西斯以聰明機智著稱，賽倫就更不省油的燈。賽倫知道自己的歌聲銷魂，

但是她們真正致命的武器不是唱歌，而是不唱：沒有人能逃過他們的安靜帶來的致命吸引

力。所以，賽倫們決定以不發出聲音的武器對抗尤里西斯，而且她們的狡詐不止於此，她

們張大嘴巴，裝出在唱的樣子，胸口還隨著想像的音樂起起伏伏。那尤里西斯呢? 他帶著

耳塞，因為沒有聽見聲音，他認為是自己的耳塞發揮了神奇功用，他以為別人都聽見了，

只有他沒有；他沒有去想，他沒有聽見的歌聲，是賽倫的歌聲；也沒有去想，他聽見的安

靜，是賽倫的安靜，然後他的船就順利開走了。 

 

這個寓言又要傳達怎樣的訊息呢? 卡夫卡在這個故事的一開始寫了一句話：“Proof that inadequate, 

even childish measures may serve to rescue one from perils” (這個故事是個證明，證明有時候看起來很簡單、

很幼稚的方法可以化除致命的險境。) 

 

卡夫卡應該是在暗示尤里西斯對抗賽倫的方法，其實是很簡單幼稚的方法。只是，我們不妨再回頭

想想，尤里西斯的方法真的很幼稚嗎? 他保住性命的秘訣，在於相信自己的耳塞，同時不相信賽倫的魔

力。會不會看似簡單的方法反而是最有智慧的方法?他不把賽倫的歌聲當賽倫的歌聲，也不把賽倫的安靜

當成賽倫的安靜，因為只要不相信，他就不受制於賽倫的魔力。進一步想，既然只要不相信，就可以不

受制，那麼不就證明這所謂賽倫歌聲致命的魔力，和〈法律之前〉寓言中的那扇法律之門一樣，他們的

效力都只是個人的幻想?  

 

事實上，就像尤里西斯可以從賽倫眼前揚長而去，〈法律之前〉寓言中的男子未嘗不能逃離大他者的

挾持，他若可以不把門房的話當絕對威權的法律來聽，他至少可以有兩條出路：(1)既然法律之門是開著

的，他就不一定要乖乖等時間到了才能進去；他可直接闖進去，也許他會發現，可法律之門的後面其實

什麼都沒有，就像尤里西斯讓我們看見賽倫其實沒有魔力；(2) 若是他真的不想闖進法律之門，那麼既然

他進門的時間還沒到，他為什麼不先不管這個門，轉身離開，先去做一些其他有趣的事呢?生命最中最寶

貴的資產不就是時間嗎?思考到這裡，或許我們可以再重新回到那個個體面對大他者時，要錢或要命的選

擇。剛剛既然已經證明「錢」是一個假的選項，而選了「命」，就會淪為大他者的奴隸(就像是大半生都耗

在法律門口的男子一樣)，那麼一個最好的做法，是不是暫時不要選? 是不是在進入法律之門的時間未到

之前，我們應該要盡力拖延時間不要做出最後的選擇?而這拖延的時間，這個人的幻想和慾望還能維持活

絡浮動的時間，會不會就是人類主體唯一可以擁有自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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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場：恩古吉論口述文學 

導讀人：李有成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主持人：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研讀主題：恩古吉論口述文學 

日期：106 年 12 月 9 日星期六 

地點：臺北書林書店新生南路會議室 

書名：Ngugi wa Thiong'o. Globalectic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範圍：Ngugi wa Thiong'o. Globalectics: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4: The Oral Narrative and the Writing Master 

 

我與恩古吉是在我剛好在國外做訪問學者的時期認識的朋友，直到 兩年前我到德國開會時巧遇恩

古吉，當時他剛好是會議邀請的貴賓，恩古吉的演講被排在研討會的第一天 5 月 14 日，他的演說主要

是談他自己，出生於 1938 年，有個大家庭，4 個媽媽、7 個兄弟姊妹，是第 3 個母親所生，自覺非常

幸運，因為母親都很會講故事，他的戲劇、小說、評論、理論乃至回憶錄等都來自這些故事，也成為他

創作的素材。他以略帶神祕的神情，白天故事藏起來，晚上在腦海裡回想，故事成為神龍活現的，充滿

生命力。就像黑人奴隸白天跟晚上的情形，特別是婦女有一堆故事要講，他的母親不識字，但很會說

故事。他常從回憶錄中選出段落朗讀，然後由主持人發問、觀眾發問，並且很熱情回應。以上是我最近

一次與他見面。 

我寫一篇文章乃預估他要得諾貝爾獎。之所以認識肯亞的恩古吉是大概 1980 年代，因為我在做殖

民文學讀恩古吉，當時 Fanon 也是主要需閱讀的對象。還有 Said。很重要的作品，這些人都對後殖民

的論述有很大的貢獻，並且都是在第三世界有真實被殖民的經驗，有血有肉接近實際的狀況，The Battle 

of Algiers 這部電影以後殖民的理論闡述後殖民的情形最貼切。Decolonizing the Mind 對我有很大的啟

示，特別是馬來亞還沒有獨立，我 1948 出生，當時尚未獨立，所以我有後殖民的真切感受，即使英國

人已經走了，但英國文化政治與教育殖民的內涵依舊。Moving the Center 也是  global+dialectics = 

globalectics。The Black Hermit 是恩古吉的第 1 本劇本，在烏干達劇場演出，處理年輕人從鄉村到城市

面對全新的政治、文化、經濟、環境的掙扎。小時候經過肯亞的戰爭過程，畢業後到英國讀書。Weep 

Not, Child 後來他開始寫一些有後殖民色彩的文章。今天這篇文章就是他在非洲大學的教育，希望改革

英文系，變成文學系，希望能將非洲第三世界的文學能納入教材，而不是只是純粹閱讀英美的文學，

這樣的想法也影響了他的理論與創作。1977 Petals of Blood 作品乃反省後殖民的肯亞的社會，也帶來

很大的批判。這也是 60 年代新興獨立的國家，都會遇到的問題。他後來被關一年，他都用衛生紙寫作，

改用土話寫作。原本 James Gubbie 後來他用原住民的語言，改成 Wunbiguwa Dingo，後來，世界上流

傳的還是英文版本，自己也改成英文版，因為透過英文才能讓世人看懂他的文字。2004 年 8 月 8 日， 

肯亞讓他可以回去，但是第 3 天，他和太太被打，他花很多時間寫回憶錄，最新的書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ing 就是今天想與大家一起分享的作品，這是他的三場演講組成。無論他是否會拿到諾

貝爾獎，其實這個獎項要給一個移民者，也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事情。透過獎來介入現實中的重要議題。

Poor Theory: Poor theory may also prove an antidote to the tendency of becoming like a kite that, having lost 

its morning, remains floating in space with no possibility of returning to the earth; or an even more needed 

critique of the tendency in the writing of theory into substitute density of words for that of thought…希望能針

對目前虛無飄渺的理論做一些 critique，文字的密度只是在掩飾思想的薄弱，玩文字遊戲，思想的內涵

就不見了，因此道教看起來沒有積極性，但其實是相反的，想將清貧理論當作是道教的理論，不動的

消極的樣子。當理論淪為像風箏一樣失去停靠留在空中漂浮，清貧理論可以成為一種解藥，清貧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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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提供更需要的批判文字密度，未必等於思想的複雜性，這樣會模糊思想的清晰，我喜歡道家，想

將清貧理論視為道家。Poor theory 不是一窮二白，而是將你推到極致，你就會想要奮鬥要抗拒要戰鬥，

看似沒積極時，沒有的中間是有很多的生命力，將你推到極點的時候，就會奮戰激發出一個理論，為

了生存意味能具有極度的創造性跟實驗性，非奮鬥積極不可。因此，清貧理論乃是在最低的狀態下，

隱含更多的可能性發揮出來，可能性最大化，就像式 William Black 的詩，一沙一世界一樣，可以提醒

我們反思很多事情。 

回到這篇文章恩古籍最想說的，一種解放的敘事，口述的文學，orature literature，現在也有 cyberture，

想要寫作就應該要有 literate。整個論證本身就是一個敘事，narrative of emancipation 講殖民狀態的一種

敘述，Aesthetic feudalism, arising from placing cultures in a hierarchy, is best see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al and written languages, where the oral, even when viewed as being "more" authentic or closer to the natural, 

is rated as the bundsman to the writing master. With orality taken as the source for the written and orature as 

the raw material for literature, both were certainly placed on a lower rung in the ladder of achievement and 

civilization. 有時我們會把書寫的當成比口說還要高級一點，其實有文字介入反而比較遠離真實，文字

符號留下的痕跡讓人無法找到真正原本的真實性，就像 Derrida 的說法一樣，口述是比較 authentic，被

colonized 是 slave 而 colonizer 則是 master，文學乃是忠實寫出心中想法就是白話能說的寫出來，企圖

提出殖民論述的狀態，把書寫文字與口述文字建立一個上下級別的程序，開始殖民狀態的秩序，希望

能重新解構這樣的秩序重新做出新的秩序。The master and the slave: The hegemony of the written over the 

oral comes with the printing press, the dominance of capitalism, and colonization. This hegemony, or its 

perception, has roots in the rider-and-the-horse pairing of master and slave, or colonizer and colonized, a process 

in which the latter begins to be demonized....National state 是 imperialism 的一個基礎，整個帝國主義的發

展跟資本主義發展也有很大的關係，透過書報傳播才能知道不同地方的人有類似的想發之類，慢慢凝

聚成國家主義，被殖民的人就是沒有一個書寫的系統，有書寫的文字比只有口述的還要強。 

The oral and the written: The oral aesthetic has been buried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written, just as the 

validity of the oral in colonial ...以前很多非洲的酋長不懂文字，畫押後，土地被白人侵佔，形成雙重二

元對立，其實是 written 將 oral 給壓抑住。發音與文字乃同等重要，沒有上下 hierarchical 的對比狀況，

書寫有其缺憾之處也有其長處，但都是透過不同形式再現。一開始寫說是分開的，再來就說他們不是

對立的，而是兩位一體。我們做後殖民的議題，很重視需要與歷史背景連結。我們看京戲或歌仔戲等，

都是結合口述說故事，土著部落經常發生的事情就是不只講故事也會搭配舞蹈跟大鼓結合各種不一樣

的 discipline，有其連結性，書寫就是一種裝飾跟文化的東西。Nature: Nature in orature manifest itself as 

a web of connections of mutual dependence, the Pitikian ufull circle or Mugo's onion structure of being. This 

web of connections reflects the language of nature; the various aspects of nature are in active communications 

within themselves, for instances, in each biological unit between and within cells. But they are also in a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entities, for instance the rain circle of water, vapor, clouds, rain, rivers, lakes, and 

seas, the subject of poetry and song. It is seen 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ees and butterflies with flowers, a 

process that enables fertilization between plants. Eliminate all bees and butterflies, and famine descends to 

threaten human life. Everywhere one looks in nature is a web of connections, even among the seemingly 

unconnected.他想將 oral 跟 written 互相依賴的連結在一起，最後建立成一個相互依賴的關係，世間萬物

都有其因果關係，雖然看似沒有關係，書寫乃是摹仿自然的。 

Nurture: Nature, in general, minics the structures and communications of nature. The entire hum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cluding rockets and space ships are an extension of the leg, the entire machine-making 

technology, the hand; the telescopic system, the eye…，Cyberture:網路文學Cyberture is to nurture what nurture 

is to nature. It mimics nurture in the same way that nurture mimics nature. 所以是一個三位一體的，oral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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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根本，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se realsm , particularly the new technologies, are always acting in 

harmony. 並非都是很和諧的，處理不好則會造成自然狀態的問題，三位一體需要在一個很好的和諧狀

態才行，否則會有問題。The story in orature: The story is all-pervasive in orature. It has its basis in the human 

confrontation with time.人在面對時間的時候常會演譯成一大堆的故事，這就是為什麼有宗教的問題，特

別是不在了，永恆的未來沒有人知道。 

Even when listeners already know the general outline of a story and its ending 就像是白蛇傳、梁山伯祝

英台的故事，不是書寫的故事，每個人可能都會有加油加醋，故事內容也會有不一樣的內容，重新講

故事時的確是給故事重新的生命，曾參殺人的故事就是這樣。 

Performance in orature: Performance involves the performer and audience, and in orature, the performer and 

audience interact. 以前讀的 Russian formalism，有民間的傳說故事都有其 pattern，詩經是最早的口述文

學，有其 formular，有些 faery tales 的 pattern 也是一樣，不斷重複才能不斷的講下去。非洲人的口述文

學也常常是一種表演的方式，我記得以前買的票看戲，讓我們也變成劇中的演員，其實我們是看戲的。

Anywhere from the fireside, village square, and market place to the shrine can serve as the performance space 

and mise-en-scene. The carnival takes place in the streets, wherever there seems an open space, means mass 

participation. Whatever the comination of location, time, and audience, orature realizes its fullness... 

Orature and anticolonial resistance: Orature... is a dynaimic living presence in all cultures...像是媽祖迎神的

故事 [I]t is a presence in religious functions, births, funerals, marriages, nightlife, and politics. 殖民者其實

很擔心被殖民者到底心理在想什麼。 

Orature and diaspora: An important histpry of oarture is the migration of its main genres across languages, 

culture, and territories... A study of orature and its consituent elements and worldview, along with their 

migratory patterns into new regions and cultures and into different aesthetic genres, should reinforce 

globalectics and the globalectic reading of texts and the world.口述活動其實有其世界性，特別是加勒比海，

口述文學會旅行到世界各地，口述是藝術的一個根源，從對抗到二元對立到平等到大同世界的一個新

的秩序最後想追求的是這樣。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非洲黑人的口述文學流到美國，有所謂的 Porch talk。太陽下去了，

但他仍把腳印留在空中，這正是閒做路旁門前的時候，這是聽東聽西和閒聊的時候，這些坐在這裡的

人，鎮日裡都是些無舌；無耳；無眼，工人白天沒有活動，只有晚上才是他們的時間，在晚上得到釋放

與解放，語言成為社會及政治的場域，白天工作只有晚上才有解放的時間，口述與其生活與政治結合

(1978:9)。The funeral sermon 他們在沼澤大大為騾行葬禮。談著騾天堂，騾話連篇，騾天使騎在人身上，

猛抽他主人的背，有一種 carnival 的形式，最後騾才留給已經等候得不耐煩的禿鷹，像是巴赫丁所說

的....喧鬧葬禮所嘲諷的，正是由白人文化基督教的教義，將人世間不公平的內涵，藉此文本閱讀與大

家分享，讓大家知道如何用 posthumanism 的角度來解析這樣的文本 The Eyes Were Watching God 

(1978:96)。 

  



 71 

第十二場： Becoming Music 

導讀人：邱漢平教授 (淡江大學英文學系) 

主持人：黃涵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研讀主題：Becoming Music 

日期：106 年 12 月 30 日星期六 

地點：臺北書林書店新生南路會議室 

書名：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l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範圍：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Of the Refrain,” A Thousand Plateaus: Capl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邱教授在導讀這章時，首先舉一個小孩在暗夜中獨行，內心非常害怕，為了壯膽吹起口哨，讓自己

不致崩潰。等心情較為穩定，終於有足夠膽量慢慢前進。當狀況持續好轉，他開始在穩定中尋求創新。

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面對混沌時該如何因應。在混沌狀況下，一切物質都以無線快速度前進，以致

無法偵測認知到底是何物。科學、哲學與藝術都各自有因應之道。德勒茲與瓜塔里在這本合著的書談

到，混沌會迸現出 “milieu”，中文譯為「中域」。中域是時間與空間組成的可重複穩定團塊，這是第一

個階段。第二步就是使得穩定的力量增強，以免被混沌衝垮。第三步就是在沒直接面對混沌衝擊的一

邊開個缺口，讓混沌之氣流入，以求創新。每一個中域都被符碼化(coded)，處於不斷重複差異的狀態。

節奏(rhythm)的產生緣自中域為因應混沌的威脅。節奏處於兩個中域之間，在中域重複差異時，從一個

中域進入另一個中域，這個過程是轉碼(transcoding)與轉譯(transduction)。符碼轉換時，可能從另一個符

碼接收碎裂的基因碼，因此產生突變。在此德勒茲與瓜塔里談的，不是從單細胞動物演變成多細胞複

雜組織的進化(evolution)，而是因接收不同基因碼而從一個物種跨到另一物種所產生的變化，他們稱之

為 involution。進化是在時間之流裡，但 involution 則為空間並置的概念，兩者截然不同。 

疊韻(refrain)屬於疆域概念。疊韻是有聲音或被聲音所主導的疆域，「疊韻是被疆域化的節奏與旋

律」(317)。鳥類在某個區域鳴叫，有些會藉著歌聲趕走入侵的鳥隻，以確立己方的疆域。德勒茲與瓜

塔里提到標記(mark)是形成疆域的要素，有關這一點他們在此並未詳細申論，只提到疆域化是「流變為

表現」。表現(expression)是十七世紀哲學家史賓諾莎與萊布尼茲的概念。史賓諾莎認為，一切有限性的

mode 都是無限性的 substance, attribute, essence 之表現。因此，每個 mode 都含有一個源自無限性的

essence，史賓諾莎率先提出 essence 為 degree of power 的觀點，有一個與此度數相當的關係(relation)，

把龐大數量的外緣物件(extensive parts)組合起來。在提到許多性質不同的物件凝聚不散時，德勒茲與瓜

塔里用 consistency 一詞形容，其實是指一個與某度數相當的關係把它們組合起來。形成疆域要素的標

記，其形成過程有如希臘哲學家 Zeno 射出的箭，在箭飛出的過程中無法丈量，因為屬於 intensive 的層

次，外界無法介入干預。但在標記成形後，因此產生的 affect 成為丈量的基礎，由其倒推形成過程(back-

formation)的結果，屬於 extensive 或 explicative 的層次，外界可以介入干預。從標記的形成來看疆域化，

疆域化在標記形成時完成，因此流變為表現。於是，當中域、符碼與節奏疆域化時，原先各自的功能

(function)就為 essence 所取代。就因為疆域內每個構成份子的功能為 essence 所取代，才能流變為表現

而疆域化。 

疊韻流變為音樂，發生在去疆域化時。「疊韻去疆域化，促使音樂成為一種創造性、積極的活動。

雖然疊韻主要是疆域性、疆域化或重納疆域化，但音樂使其成為去疆域化表達形式的已被去疆域化內

容」(300)。我們可以說，疊韻本屬音樂的內容，但不能說疊韻是音樂的源頭。音樂存在，因為疊韻也

存在，因為音樂緊抓住疊韻，緊抓住它作為表達形式的內容，因為它與它形成一個團塊，以便將它帶

往他處。舉個例子：孩童的疊韻不是音樂，但可與流變孩童形成一個團塊。當疊韻與其所形成的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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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塊去疆域化，越界而畫下一條截線，流變為音樂於焉產生。 

 

 

 


















































